


中美关系的长期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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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7年 12月 17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战略决策研究》 编

辑部在广州举办了“中美关系的长期前景”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

科学院、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的 1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

次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美关系的演变态势、中美经济关系的性

质和安全关系的前景、中美领导权之争的性质和误区、中美关系中的政治

心理与相互认知，以及中国对中美关系未来问题和挑战的应对，中国外

交下一步的思路与策略等方面，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和深层次战略思考。

本刊刊载部分与会学者发言，他们从不同方面，对中美关系的走势、中

美战略竞争的阶段和趋势、中美领导权竞争的性质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务

实探讨。

我们希望，相关专家学者的探讨有助于提供认识中美关系的不同学术

视角，帮助我们更好地从根本上把握中美关系的长期走势。这种超越当前

双边关系中大量短期事件的讨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聚焦长期因素，更好

地认识中美关系的长期趋势和宏观脉络。

本次会议感谢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贺凯和冯惠云共同主持的麦克阿

瑟基金项目“理解中国崛起：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视角”（Understanding
China’s Rise through the Eyes of Chinese IR Scholars）的资助（the 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 ［Grant Number 16-1512-150509-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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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领导权之争的误区与中美关系的前景

周方银

摘 要：当前，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性有所加强，这特别体现在美国政

府对中美关系性质新的定位上。本文认为，用对抗的手段难以解决美国自

身的经济问题，中国对美国本土的安全也没有构成真实的现实威胁，中美

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领导权竞争。当前人们对待中美国际领导权竞争

的方式具有较大误导性，因为国际领导权作为一种国家利益，在很大程度

上服务于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而不能压倒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考虑，中

美两国也很难通过双方之间的对抗来真正有效地建立国际领导权。

关键词：中美关系；国际领导权；战略竞争 ；安全利益

作者简介：周方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持续快速上升，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扩大，中

国在全球治理与国际秩序方面发挥出日益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未来

中国在国际上将追求一种什么样的国际地位，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特别

是中美之间是否会出现激烈的、甚至是不可调和的领导权之争，就成为一

个具有理论意义和重要现实价值的问题。

一些现实主义者对大国之间的利益关系持零和博弈的看法，认为随着中

国实力的进一步提升，特别是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两国之间的竞争将变得

更为激烈。双方之间的冲突，既可能是由于崛起国对现状不满意而挑起，

也可能是霸主国出于对未来国际地位的担心而采取的预防性行动的结果。①

① 关于这种权力转移的视角，可以参考A. F. 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The War Ledger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Jacek Kugler and Douglas Lemke，eds.，Parity and
War：Evaluations and Extensions of the War Ledger （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Steve Chan，China，the U.S.，and the Power-Transition Theory：A critiqu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8）；戴尔·科普兰：《大战的起源》，黄福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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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试图在权力转移与大战爆发的可能性之间寻找确定性的联系，近年

来，这种讨论又在一定程度上在“修昔底德陷阱”的名义下进行。②

总体上，我们认为，大国之间的冲突是为了获取收益。从这个意义上

说，即使有些大的战争在权力转移的背景下发生，但并不是说权力转移本

身自动引发了战争，而是由于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没有有效地管理好利

益关系，再加上一些其他因素包括意外因素、第三方因素等等的作用，而

导致了战争。

毋庸置疑，由于全球化的发展、全球产业链的深度分工，中美之间形

成了一种深度的相互依存关系。面对诸多全球问题的挑战，中美也有着很

大的共同利益。同时，作为国际体系中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它们也存在很

大的利益不一致的方面，其中比较突出的内容，包括安全利益的竞争，经

济利益的竞争，以及可能出现的国际领导权竞争。

大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是国际关系中一种常见的现象，更值得关注

的问题是，中美之间的利益竞争是否具有不可调和的性质，中国实力的进

一步上升，中美实力差距的进一步缩小，是否必然带来中美之间高强度的

紧张？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重点从中美利益不一致的方面进行分析。

一、经济利益、安全利益，还是国际领导权的争夺？

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到底哪一个方面的利益争夺更加具有不可调

和的性质，更可能引发中美之间的激烈冲突，是经济利益的竞争，安全利

益的竞争，还是国际领导权的竞争？

当前，经济问题正发展成中美关系中的一个具有高度竞争性的因素。

在特朗普执政后，这一趋势变得更加明显。特朗普的政治口号是“让美国

重新伟大”。从国际上看，中国是让美国不再伟大的关键因素，而中国对

美国的冲击当前更集中地体现在经济层面。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

罗曾宣称，帮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美国犯下的最大错误。美国贸易

② Graham Allison，Destined for War：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Bos⁃

ton：Houghton Mifflin，2017）. 反对修昔底德陷阱的观点可以参考：D.A. Welch，“Why International Rela⁃
tions Theorists Should Stop Reading Thucydide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9（3）2003：30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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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署在 2018年 1月提交国会的报告称，美国当初“错误地”支持中国加

入了世界贸易组织。③ 2017年 12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

“促进美国繁荣”列为四项核心利益的第二位，认为“经济安全就是国家

安全”（economic security is national security），因为强大的经济支撑着美国

的权力。④ 在美国舆论场中，则充斥着“中国抢走了美国的就业机会”、

“中国通过盗取美国的知识产权损害了美国经济”等等论调。

特朗普政府对经济问题的高度重视和极端强调，一定程度上把中美在

某些经济领域的摩擦转变成经济对抗，甚至赋予战略对抗的含义，中美经

济议题事实上已经被高度政治化了。未来一个时期，中美经济关系中竞争

性的一面会继续有所发展。

但是，我们需要看到，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非常真实，这种相互信

赖很难摆脱和出现根本性逆转。中美之间即使展开有限程度的经济战，其

代价对双方来说都是巨大的，它对美国来说也是得不偿失的。对于特朗普

念念不忘的振兴美国经济的目标来说，对外关系固然可以发挥一定作用，

但更根本的方面在于美国国内的经济政策，包括鼓励技术创新，改善基础

设施，培育人力资本和高素质劳动力，通过适当的财政、税收政策创造良

好的经营环境，推动制造业的振兴，等等。另外，如果国内经济政策手段

不能奏效，那么使用战争与冲突的手段也不能解决美国经济的长期问题，

特别是，通过这种方式，并不能恢复人们对美国经济模式的信心。

总体来说，即使当前中美经济关系中竞争的一面在美国的推动下有所

激化，经济问题终归是可以协商和妥协的，在这个方面，中国政府也表现

出务实的具有一定灵活性的态度。特朗普政府在经济问题上实质采取的是

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其在具体问题上的立场并非僵化不变，而是对代价

和收益颇为敏感。其一些颇为高调的言辞和做法，可能既是为了显示一种

政治姿态，也是一种外交上的策略。从中长期看，中美之间的经济问题可

以用经济的方式来加以解决和处理，中美不会因为经济竞争而引发无法调

和的冲突。

③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2017 Report to Congress On China’s WTO Compliance，
January 2018，p.2.

④ 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Dec 2017，
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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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中美安全利益关系的性质。当前，从美国的角度，中美安全

关系似乎越来越具有零和的性质。美国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是，战后世

界的秩序和繁荣有赖于美国的领导作用和主导性的军事实力。2017年的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中国和俄罗斯视为修正主义国家，认为中俄

试图塑造一个与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相对立的世界，中国试图在印太地区

取代美国的地位，重塑地区秩序。⑤ 2018年 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国防

战略报告》公开版进一步强化了这个观念，它把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

者”，认为对美国繁荣与安全的中心挑战是修正主义国家的长期复兴和战

略竞争，认为中国在近期寻求印太地区的霸权，未来则寻求取代美国，获

得全球优势地位。⑥

这种认为中国试图将美国挤出西太平洋，并最终取代美国地区主导地

位的观点，对很多美国政府官员和分析人士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即使那些

并不持这样观点的美国观察家，也相信维持美国的国际主导地位是美国

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最好保证。这潜在的要求是，美国要确保有能力在

任何涉及中国的重大军事政治突发事件中占据优势。⑦ 而要实现这一点，

很容易导致对中国在安全领域的正当要求的压制，从而提升中美安全关系

上的紧张。

总体上，从中国人的角度，美国方面显著夸大了中国对美国的威胁程

度。在中美关系中，实际上是中国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并有着较高的

不安全感。在军事安全领域，在未来比较长的时期内，中国无疑都是处于

明显力量劣势的一方。中国在安全上的目标总体上是防御性的。当然，中

国从策略、手段上进行了某些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变被动防御为主动防

御，但中美安全关系的基本战略态势并未因此发生质的改变。

当前，中国的军事实力确实在稳步增强，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影响

力确实在扩大， 但这并不构成对美国本身的安全威胁。从军事安全、国

⑤ 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Dec 2017，
p. 25.

⑥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Jan 2018，p. 2.

⑦ 史文：《超越美国西太平洋主导地位：稳定中美均势的必要》，载《当代美国评论》2017年

第 2期，第 6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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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安全的角度，美国是一个十分安全的国家，它是世界大国中最安全的。

中国也积极寻求与美国“不冲突、不对抗”的军事安全关系。在中国具有

较为可信的基本的核报复能力，中国完全没有主动威胁美国本土安全的动

机的情况下，中美两国之间直接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2018年 1月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也指出，该国防战略的最深远的目标

是把中美军事关系确立在透明和互不进攻的轨道上。⑧

中美之间安全利益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安全影响力的竞争。

中美两国的军事建设，并不是直接为双方之间的战争做准备的，并不是以

双方之间不可避免的战争这样一种想象为基础的。美国推行的亚太再平衡

战略，以及当前推动的以印太为框架的军事安全合作，一个很重要的目

的，是抑制中国在亚洲、亚太地区安全影响力的扩大，而不是应对某一种

具体的、可解决掉的安全问题上的威胁。

近一两年来，从美国的视角，中美竞争的激烈程度出现明显上升，在

此基础上，美国政府也调整了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在一定程度上视中国为

一个具有中心性的长期威胁。经济上，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美

国的绝对经济实力仍在继续上升，与中国的经济贸易关系给美国经济也带

来了很大益处。美国在经济领域对中国的不满，从根本上说不是由于中国

的经济发展，而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冲击了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影响了

美国经济模式在国际上的吸引力。毕竟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是以降低美国

的经济发展速度为代价的。

从安全的角度，中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并不构成现实和紧迫的威胁，

这对美国政府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美国担心的是中国在亚太地区安全

影响力的扩大，以及由此影响美国亚太地区盟友和安全伙伴对美国安全保

护的信心和他们对美国的忠诚度。中美两国在安全领域的竞争，在很大程

度上是对地区安全影响力的竞争。

如果中美竞争主要是经济竞争，或者主要是安全竞争，那么不容易解

释为什么在近两年美国对于中美竞争的看法会出现如此大的变化。毕竟，

中国经济实力的发展是一个较为长期和平稳的过程，而且自 2012 年以

来，中国虽然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但GDP的增速从 2011年的 9.5%下降

⑧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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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8%以下，近两年都稳定在 6.5%~7%之间。

如果把中美竞争理解为国际影响力的竞争，美国政策的这一变化就

比较容易理解。从这个角度，“一带一路”建设在国际上的快速推进、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和成立、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作用的提

升，以及中国试图在国际上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努力，都被美国

一些人士理解为对美国的挑战。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过程

中，美国的一些重要盟国如英国、澳大利亚、韩国的态度，在一些人看

来具有标志性的意义。⑨ 在美国政府看来，美国的国际影响力本身是美

国的一项核心利益。⑩

对很多美国人来说，中国崛起难以接受的方面，并不在于中国经济实

力的绝对增长，也不是中国实际上对美国形成了什么样的安全威胁，而是

因为感到美国的国际领导权受到了冲击。现实的或者想象中的中美领导权

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美关系紧张程度的上升。

二、具有误导性的中美国际领导权之争

当前，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在中美之间存在国际领导权的争夺。

美国不少人士认为，中国崛起最根本的挑战，就是中国要获取国际领导

权， 或者换一种相对委婉的说法，认为中国试图凭借自身的力量优势，

建立一种中国主导的与当前不同的国际秩序。 那些把中国对美国国际领

导地位的挑战看得十分严重的人士，一方面夸大了中国试图获取国际领导

⑨ David Dollar，“China’s rise as a regional and global power：The AIIB and the‘one belt，one
road，”2015 年 7 月 15 日，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chinas-rise-as-a-regional-and-global-
power-the-aiib-and-the-one-belt-one-road/.

⑩ 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Dec 2017，pp.
4，37-42.

 特朗普的中国政策顾问白邦瑞宣称中国长期对美国进行“战略欺诈”，中国的真实战略意

图是削弱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Michael Pillsbury，The Hundred-Year Marathon：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New York：St. Martin’s Griffin，2015）.

 这样的观点不仅在美国较为普遍，也在美国的一些盟国中有较大的市场。澳大利亚政府

2017年 11月发布的新版《外交白皮书》明确认为，澳大利亚从美国领导的全球秩序中显著受益，但

当前这个体系受到了很大冲击。见Australian Government，2017 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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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迫切程度，另一方面则是用高度零和的思维来看待国际领导权的性

质。但是，国际领导权竞争真的如此激烈、如此重要、如此不可调和，以

至于中美两国需要通过高强度竞争、包括可能需要通过武力的方式来加以

解决吗？我们认为，中美国际领导权竞争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误

导性的。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国际领导权对一个大国来说是否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国际领导权竞争是否对于其他利益具有压倒性？还是它在一定程度上

从属于经济利益、安全利益的考虑？国家是为了追求国际领导权而在很大

程度上不计较经济成本、安全代价，还是国家从服务于经济利益和安全利

益的考虑出发而追求国际领导权？如果是后者，那么，国际领导权本身的

重要性就不具有根本性。这样的话，美国在二战前对国际领导权不太热衷

也就变得可以理解。同样，在“英国治下的和平”下，也不是所有其他大

国都试图取代英国获取国际领导权，也成为比较好理解的事情。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中美在国际上追求的利益到底是什么的问

题。对中国来说，2017年 10月召开的十九大会议确立的目标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此基础上，通过两个阶段的努

力，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国自

身的现代化建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始终居于中国政府确定的长期

目标的核心位置。早在 1987年的十三大报告中，中国政府就做出了“三

步走”的战略安排，其中的第三步，是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

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十九

大报告根据形势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未来三十年发展目标的设

定，并进一步丰富了其内涵。但对于自身现代化建设的压倒性重视则是一

脉相承的。

对美国来说，其所拥有的国际领导权是与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利益密

切联系的，这包括总体上有利于美国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制度安排、美元的

特殊国际地位所带来的金融等方面的利益、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也增进了

美国的国家安全，等等。同时，维护美国的国际领导权也涉及巨大的成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

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 年 10 月 27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
19cpcnc/2017-10/27/c_112186752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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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对美国来说，是否需要从长期保持国际领导权是一个涉及成本收益

权衡的问题。国际领导权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压倒性的目标。 即使对

于已经长期习惯于国际领导地位的美国来说，国际领导权就其本身的重

要性而言，远远不足以压倒现实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考虑，反而在很

大程度上从属于后者。这在当前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调整中已经有较为明显

的体现。

总体来说，中美都是体量巨大的国家，从宏观的角度，其内部事务的

重要性都要优先于外交事务，它们都不太可能为了国际影响力目标，而过

于牺牲国家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否则，由此损害的不仅是经济利益和

安全利益，而且会带来较为麻烦的社会和内部政治问题。

其次，国际领导权竞争，是否是直接在中美之间展开的？领导权是一

个可见的、直接可争夺的东西，还是它是在领导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建构

起来的东西？

如果领导权是一个实体性的物质，它放在谁手里，谁就有了领导权，

那么，对它的争夺是有价值和意义的。如果领导权不是这样的东西，而是

一个需要通过复杂的社会交往过程，在潜在领导国和潜在被领导国之间建

构的东西，那么抛开其他国家，直接在两个大国之间展开领导权的争夺，

这件事情本身就变得有些虚幻。

中美国际领导权竞争是一个颇为具有误导性的说法。这个说法容易让

人产生一种联想，就是国际领导权是一个放在那里的东西，美国拿到了，

就在美国的手中，这个东西，也可以被中国从美国的手中夺走。这种看法

是对国际领导权的一种十分简单化、但并不很符合事实的理解。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是不是没有中国的竞争，美国就一定拥有国际领

导权？或者，只要美国不努力阻止，中国就一定能获得国际领导权？这两

个问题的答案都不必然是肯定的。国际领导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领导国

家与承认其领导地位的国家之间建立起来的一种相互关系。这个领导权并

不是固定存在的，也不是可以轻易地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移交的。

 不要说支持美国在实力相对衰落的情况下进行战略收缩的学者，即使反对美国进行战略

收缩的学者，也往往是在这样的逻辑下展开论证。参考 Stephen Brooks，G. John Ikenberry，Wil⁃
liam Wohlforth，“Dont Come Home，America：The Case against Retrenchment”，International Securi⁃
ty，Vol. 37，No. 3（Winter 2012/13），pp. 7-51.

国际领导权之争的误区与中美关系的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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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系中国家实力对比的变化，和国际领导权的交接，是两件不同

的事情。一些人预期中的中美之间和平的权力转移，即使发生了，也主要

只是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就其本身而言并不代表国际领导权转

移的实现。

第三，领导权是领导国家与承认其领导地位的国家之间一种稳定的关

系建构，拥有体系中最强大的实力是一个重要的有利因素，但它并不是充

分条件，有时甚至也不是必要条件。

一个国家要获得和维持稳定的国际领导权，关键的因素在于如何获得

一定数量国家所提供的稳定的国际支持。 在当前的国际体系下，这往往

需要大国能够可信地包容和维护追随国的利益，适当地支持其政策理念，

在国际场合代表其发声、维护其立场，缓解其承受的国际压力，获得他们

的理解、接受和尊重。同时，大国需展现一定程度的自我战略克制，以便

其他国家可以放心地追随，而不是把该国视为需重点防范的威胁。此外，

国际领导行为也不等同于国际领导地位，后者建立在一种稳定的关系结构

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稳定预期的基础之上。

如果中国试图做有效的国际领导者，需要得到的是大多数国家的认

可，需要得到的是相当数量国家的稳定支持。对一个大国来说，只要能够获

得足够多国家的支持，就是某种意义上的领导者。只是有强大的实力，但得

不到其他国家的认可和自愿追随，就很难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社会中

的领导者。

在这个方面，一个多少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当前美国政府对于维护

其国际地位的意愿有所下降，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国内，特别是发展美国经

济方面时，部分美国的盟国在其官方政策表态中，明确表示希望美国继续

领导国际和地区秩序，这在澳大利亚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也体现美国

过去在建立其所领导的国际秩序、在建构领导国与追随国关系方面有其颇

为成功的地方。

第四，国际领导权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绝对零和性质的事物，而是

有着颇为丰富和复杂的体现。

 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也可参考 Stefan A. Schirm，“Leaders in Need of Followers：Emerging
Powers in Global Governance，”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6（2），2010，pp. 197-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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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多元化的国际背景下，在不同的问题领域，可以有不同的领导

者。领导者可以是单一国家，也可以是若干个国家，或者是国际组织。在

有些领域，领导者的身份可能并不是很清晰，而具有一定的流动性。

过去几年，中国在综合实力处于世界第二的情况下，以和平的、建设

性的方式，在国际社会中获得了较为可观的国际影响力。“一带一路”建

设在国际上广泛的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中国在联合国、

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合作等国际合作中提出

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发出中国声音，都体现了较强的国际领导力。

过去几年的实践也说明，仅仅聚焦于中美两国来探讨国际领导权问题，本

身是一种颇具误导性的做法。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从乐观的角度来估计，未来中国也很难成

为冷战后前二十年那种美国式的领导。美国获得当时那样一种领导地位是

诸多有利条件的结果。这样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难以复制。未来的国际格

局不会是单极体系，而会呈现出复杂的特性，这会对大国的国际作用构成

强有力的制约。

在中国的国际作用继续上升的情况下，未来中国在国际上发挥的领导

作用可能更多是功能性的、领域性的，更多地集中在经济发展、解决国际

社会面临的某些挑战方面，是一种对他国干预程度很低的、总体具有非强

制性的、在很大程度上非机制性的、某种意义上是服务型的领导。这样的

领导地位，对于国际体系中的领导者来说其吸引力无疑会明显下降，但可

能更为其他国家所欢迎，并对整个国际体系来说更具有建设性。

未来国际领导权所具有的上述性质，对中美关系本身来说有其积极的

方面，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从长期来说，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性因素并不

是不可调和的，我们对中美关系的长期前景可以抱有相对乐观的预期。

国际领导权之争的误区与中美关系的前景 □

 这种对长期前景的预期，并不排除未来几年内中美关系有所恶化，双边关系竞争性增强的

可能性，这两者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关于未来几年中美安全压力增大的分析，可以参考孙学峰：《中

美战略竞争时代的中国安全战略》，载《战略决策研究》2018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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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understanding of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Dispute and the Prospect of Sino-U.S.
Relations

Zhou Fangyin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U.S. relations has been intensified, which
is particularly reflected in the new positioning of the Sino-U.S. relations from the U.S.
perspective. The U.S. government is unable to solve America’s own economic problems by
means of confrontation, and China poses no real threat to American national safety, so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largely the competition of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The way people treat the competi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currently is more misleading, because as national interests,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serves the economic and security interests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Further, it is
impossible for China or the United States to effectively establish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through
confro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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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inate the world power pattern in the future. The China-U.S. rivalry is based more on the
pessimistic expectations and respons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relative economic strength
of the two countries than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 China’s friendly approach to the
goal of enhancing strategic mutual trust cannot change the nature of China-U.S. relations
and American policy towards China. In the current time,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yet reflected in the competition of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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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power, rather than the so-called "Thucydides trap" of major military conflicts.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must not be confused with the essence of China-U.S.
relations, which requires that China should make a full assessment of the cost of st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U.S. relat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has to be a transformation of
the thinking about the negative direction of China-U.S. relations. To avoid China’s loss of
own strategic interests, it should uphold own principle of power and interest orientations,
show the determination and acting ability, and maintain own national interests and beyond in
a rational way.
Key Words: China-U.S. competition;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economic pressure trap; steady
development of China-U.S. relations



《战略决策研究》2018年 第2期

中美竞争视角下对“稳定发展中美关系”
的再审视

高 程

摘 要：在美国看来，中美竞争的核心是未来主导世界权力格局的经

济潜力。中美以竞争为主导的关系主要基于美国对双方经济实力相对变化

趋势的悲观预期和回应，而非根据中国当下的行为，因此中国以增强战略

互信为目标的友善示好不能改变中美关系的本质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大方

向。当前阶段，中美结构性矛盾尚未体现在国际领导权的竞争上，而首先

体现在对未来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较量上。中国首先面临来自美国旨在预

防性破坏中国经济实力积累的“经济压力陷阱”，而非大国军事冲突的

“修昔底德陷阱”，因此更需要重视 20世纪 80年代日本经济崛起失败的教

训，警惕美国利用中国稳定发展中美关系的迫切愿望，令中国以损伤自身

经济发展为代价对美国做出让步。稳定发展中美关系一旦被视为解决一揽

子外交难题和崛起困境的要结，成为指导中国对美外交实践的目标，则中

美关系稳定向好将可能成为美国对中国进行反复勒索和要价的筹码，中国

在周边的战略信誉和影响力也将遭到破坏。稳定发展中美关系的策略和目

标不可本末倒置，美国的战略重要性与中美关系必须好亦不能混为一谈，

这要求中国对稳定发展中美关系的代价进行充分评估，同时转换思维理性

看待和应对中美关系的负面走向。避免在自身战略利益上丧失与美国的博

弈能力，秉持实力原则和利益导向，展示维护国家利益的决心和行动能

力，并且切实将外交重点放在经营好东亚地区，中国才能以大国的身份与

美国进行各取所需的利益交换。

关键词：中美竞争；结构性矛盾；经济压力陷阱；稳定发展中美关系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 14



面对守成大国，中国作为崛起国如何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处理好与外

部世界的关系，正确看待中美关系的性质、准确研判中国崛起来自美国及

其国际体系的主要压力所在，并基于此确定有效的对美政策和博弈策略，

这对于中国是否能够成功实现崛起至关重要。本文旨在分析中美两国核心

竞争的是什么，中美矛盾是否能够通过努力寻求战略互信得以化解；在明

确中美关系和两国矛盾的性质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剖析中国崛起所面临

来自美国体系的压力和困境首先体现在什么方向；基于对上述问题的判

断，本文将讨论在现实互动中发展中美关系的限度，特别是中美经济相互

依赖对两国政治关系“压舱”作用的有限性，并审视“稳定发展中美关

系”的外交策略和走出“崛起困境”的战略目标的相互适配性；文章的最

后部分将指出，中国在与美国的互动中，应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的负面走

向，采取怎样的策略有助于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自身崛起目标。

一、对美国而言，中美竞争的核心在于未来主导世界权

力格局的经济潜力

近年来，伴随国家的崛起，中国提出了不少外交新理念，无论构建

“新型大国关系”还是“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外交始终将中美关系置于

最重要的地位。然而，官方外交表述通常回避中美关系的主导性问题。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对中美关系性质做出的权威解读是“不冲突、不对

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① 这一定性事实上承认了当前中美两国作为

大国竞争关系客观存在的现状，但同时强调中美应当建立既竞争又合作的

良性关系。那么，竞争与合作这两种关系究竟哪种才是中美之间的主导性

关系？这仍然是中美关系塑造过程中难以回避的话题。如果我们不能明确

中美关系的主导性质，则策略上难以清晰地界定中国在构建中美关系过程

中的利益排序。与此同时，合作关系的构建是两国互动的结果，并不由中

国单方的美好愿景所决定，中国需要明确美国怎样看待中美关系的本质，

① 参见：“不冲突 不对抗 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光明日报》华盛顿 2013 年 9 月 20 日电，

http：//www.qstheory.cn/gj/zgwj/201309/t20130922_273048.htm；“外交部：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是中美两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新华社北京 2017 年 3 月 22 日电，http：//www.xinhuanet.
com/2017-03/22/c_1120676126.htm。

中美竞争视角下对“稳定发展中美关系”的再审视 □

-- 15



《战略决策研究》2018年 第2期

才能评估与美国构建合作关系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在中国试图模糊解读中美关系主导性的同时，美国新任政府却给出了

确定的回答。2017年 12月 18日，白宫公布了特朗普总统任内首份“国家

安全战略”， 该报告从国家安全战略层面解读了中美经贸关系问题，并明

确将中国列为美国的“竞争者”。② 在随后 2018年特朗普政府第一份“国

情咨文”演讲中，特朗普将中国定性为“挑战美国利益、经济和价值观的

‘对手’”。③ 对此，中国外交部的回应为：“希望美方摒弃冷战思维和零

和博弈的过时观念，正确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同中方相向而行，相互尊

重，聚焦合作，管控分歧，维护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④ 中国国际关

系学界和政策界比较主流的观点确实认为，基于经济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

仍是中美关系的大势。在这个问题上，中美两国的主流话语在看待彼此关

系的主导性质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尽管在奥巴马政府执政时期，其领导

的政府并没有像特朗普政府这样，在官方公开措辞中明确将中国定义为竞

争对手，但其“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组合政策的推进和战略资源

的投放与部署，说明美国事实上已将中国视为亚太地区和全球层面的主要

对手。

美国认定中美两国是竞争对手，那么在美国看来，中美核心的竞争主

要体现在何处呢？现实主义者认为守成国与崛起国的核心竞争是国际领导

权，自由制度主义者认为是对国际规则的主导权，建构主义者认为是对包

括国际主流价值观在内的国际规范的塑造权，后两者说到底仍是国际领导

权的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从历史经验和长期视角看，大国之间的权力更

替或许最终会体现在国际领导权的更迭上，但当下的中美两国在国际领导

权领域还并未形成现实中的竞争关系。尽管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达到美国的

60%以上，但当前中国在国际政治核心事务上的介入和影响能力尚未达到

19世纪末期德国的水平，和二战结束后的苏联更无法同日而语。中美之

间在现实主义意义上的权力竞争还没有提上日程，无论是联盟体系及其影

响，还是军事安全领域的实力及运用能力，中美之间的差距都大于俄美之

② 特朗普，《国家安全战略报告》，http：//www.sohu.com/a/212173329_825949。
③ 特朗普，《国情咨文 2018》，http：//international.caixin.com/2018-01-31/101205500.html。
④ “外交部：希望美方摒弃冷战思维正确看待中美关系”，新华社北京 2018年 1月 31日电，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1/31/c_11223491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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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距离。俄美两国是世界上唯一一对能够确保绝对相互摧毁能力的超级

核大国，俄罗斯在中亚、欧洲和中东都有自己的准军事盟国，更建立了集

安组织这样的地区安全同盟机制，在欧洲和中东这两个世界权力中心地带

具有十分重要的博弈能力。相比较而言，中国的“不结盟政策”目前并无

松动迹象，安全上追随中国的国家也寥寥无几。美国目前主要担心的不是

中国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建立与美国形成竞争性的军事联盟或战略伙伴关系

体系。

中美竞争的核心目前是潜在经济实力及其影响力的较量。中国让美国

倍感竞争压力和威胁的是经济领域的实力和发展势头。在世界权力发生转

移之前，首先需要经历的阶段是大国之间国际经济地位的竞争，经济实力

的竞争是未来国际领导权竞争的基础。美国并未在当下过度感受到中国的

安全压力和威胁，而是担心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在未来具备在

军事安全和经济发展模式的竞争领域给美国带来威胁的物质能力。除了对

未来中国经济潜力的担忧之外，中美之间在经济领域的结构性竞争，特别

是作为大国的制造能力和双边贸易失衡方面，中国在当下也直接影响了美

国核心的经济战略利益。

特朗普政府的政治保守化趋势被一些学者解读为美国正在放弃国际领

导权，甚至开始畅想美国主动接受或不得不接受“中美共治”的大国合作

模式。这里，我们需要对美国主导的国际领导权进行三个层次的分解：一

是世界格局中的权力分配意义上的领导权，主要体现在政治和传统安全领

域，包括美国构筑的联盟体系；二是全球公共领域的治理意义上的主导

权，主要体现在经济和非传统安全领域，包括美国在各种多边组织中的地

位；三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道义制高点，主要体现在价值观领域，即美国

充当的“自由世界灯塔”角色。如今特朗普政府的保守化主张体现在：美

国无疑仍要当世界上最强大、占尽别国便宜的超级大国，但需要审慎和有

条件地扮演“世界警察”、“自由 （制度） 世界的领袖”和美国理想主义

者们热衷的“世界灯塔”角色。美国主导的西方世界处于相对衰落的阶

段，面对自身社会对所谓西方“政治正确性”的抵触和中国发展模式对世

界的冲击，包括特朗普本人的美国部分保守派认为继续扛意识形态的道义

大旗改造世界得不偿失，他们对第三层次的领导权表现得兴致索然。与此

同时，对于第二层次即全球化规则和全球治理领域的主导权，作为该领域

中美竞争视角下对“稳定发展中美关系”的再审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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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导者，美国也正在丧失领导的意愿和能力。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在

全球治理领域就口惠而实不至，如今特朗普政府对于全球治理的消极态度

更加明显。

尽管维持全球治理和全球普世价值观意义上的世界领袖角色对美国而

言，意愿和能力都在下降，但这决不意味着美国打算放弃在世界权力格局

中的领导地位。而且，在国际政治格局的权力分配中，中国和其他国家在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是国际领导权的实际竞争者。相对于国际政治格局

中的权力与利益分配而言，全球治理特别是经济治理领域更多体现为国家

间的责任分配与全球公共产品的成本分担。⑤ 美国正在试图把权力和责任

分离，一方面推卸在全球治理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领域的领导责任（比如

在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贸易自由化和气候问题上），另一方面继续对世界

格局中权力分配意义上的领导权进行掌控。美国目前对北约等军事联盟组

织的态度看似并不积极，但更多是对其盟国提高要价，让他们向美国缴纳

更多垄断性质的“保护费”。

美国在全球治理领域对领导权掌控意愿的弱化，表面看为中国占据该

领域制高点提供了机会。但目前中国不具备美国的军事霸权、同盟体系和

美元主导地位，在这些条件缺失的情况下过度承担全球治理的实际责任，

并不能因此使中国获得与投入相称的国际领导者地位。事实上，目前在全

球公共领域希望“甩包袱”的美国乐见中国实际担负起全球治理难题的责

任棒。因此在当前阶段，中国参与全球和地区治理的目标应定位于提高国

际参与和道义高点，而不宜将目标不切实际地定位于获得该领域的国际领

导权，并为此投入过多资源和过度消耗国力。

二、中国崛起首先面临来自美国的“经济压力陷阱”，

而非“修昔底德陷阱”

美国已将中国确定为主要竞争对手，随着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的缩小，

中国面临美国设置的“崛起困境”的压力将越来越大。这种崛起压力可否

⑤ 阎学通：“特朗普执政对中国崛起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研究

院高级讲坛，http：//news.sina.com.cn/w/2017-01-05/doc-ifxzkfuh544346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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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塑造双边关系的努力予以化解呢？中国不少学者和政策界人士认为，

中国承受来自美国的压力和防范，因为两国之间的战略互信不足。中美因

彼此“战略互疑”而形成猜忌与矛盾，两国应更好地了解对方的真实想法

和动机，并据此建立战略互信，构建具有建设性的大国关系。⑥

在上述思路的引导下，中国不断向美国明示，自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

国家，无意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和国际秩序，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因忌

惮美国的战略猜疑而掣肘。然而，这些努力的效果并不理想，未能因此消

除美国对中国的竞争威胁认知。中美关系发展遭遇的瓶颈无法通过增进战

略信任来化解。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主要不是因为对于对方的动机和行为

产生了误判，而是由中美结构性矛盾所引发。中美结构矛盾是基于双方经

济实力对比变化的趋势，和美国针对这一趋势的悲观预期所做出的回应，

美国这种回应主要不是根据中国当下的行为。美国基于两国客观实力的发

展趋势和中国的潜在能力做出预防性行为，而中国却把重点放在向美国证

明自己在主观动机上对美国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没有敌意，这种尝试和

与之相应的对美让步对于增进中美关系徒劳无功。换言之，中国以增强中

美战略互信为目标的努力，并不能改善中美之间的关系，也不能转变美国

对中国的政策大方向。中国崛起必然遭遇来自美国及其体系的压力从而身

处崛起困境中，无论中国试图与美国构建怎样的大国关系互动模式，这一

实质都不会改变。

目前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的表象尚未体现在国际领导权的竞争上，

而是首先体现在谁是未来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较量上。虽然如今的美国在

一些领域弱化了自身的国际领导权，但美国不会坐视中国在未来具备填补

这一角色的物质能力或与美国共享这一地位的客观实力。在霸主国和崛起

国互动的视角中，权力转移理论关注的更多是安全领域的权力竞争，关于

“崛起困境”的研究也主要围绕“修昔底德陷阱”下大国之间可能的军事

冲突展开。⑦“修昔底德陷阱”的困扰近年来不但是国际关系学术界热议

的话题，它同样也影响了中国的对美外交实践。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

⑥ 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

⑦ A. F. K. Organski，World Politics，New York：Alfred A. Knopf，1958；阎学通、孙学峰等：

《中国崛起及其战略》，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孙学峰：《中国崛起困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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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进入了中国官方外交话语，中国官方媒体也策划和组织国内外交界人

士和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并为中国如何跨越“修昔底德陷

阱”开出各种药方。⑧ 然而，中国在当前阶段面临的主要崛起困境并非走

向大国军事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中美竞争和美国体系对中国的压制

导致的风险主要在经济领域，而非军事安全领域。

如今在思考和处理中美关系时，中国过于重视如何尽力避免当年德国

和苏联陷入的“修昔底德陷阱”，而相对忽视了崛起困境还包括经济追

赶过程中所面临的“经济压力陷阱”。中国经济对美国的追赶进程，同

时也是中国未来获得国际主导权要件的过程。美国要预防性破坏的是中国

经济实力的继续积累，使中国丧失未来大国领导权竞争的资格。近代以

来大国经济崛起失败的案例启示中，并不仅有德国和苏联的前车之鉴，

中国同时更需要重视 20世纪 80年代日本经济崛起失败的教训。⑨ 中国在

现有经济实力和所处阶段上，更类似 20世纪 80年代的日本。二战结束

后，苏联和日本的经济总量规模都达到了美国的 60%左右，之后开始走

下坡路。相比当年已经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并与美国主导的经济

体系分庭抗礼的苏联，中国的处境与日本的共同特点在于，两国都未曾

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都试图在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内崛起，都主要通

过经济而非军事安全领域的优势追赶美国，所以日本失败的案例尤为值

得中国研究和警醒。

日本当年在美国逼迫和西方国家的压力下签署了《广场协议》，向华

尔街开放资本市场，日元被迫升值，国内资本泡沫被迅速挤破，最终导致

30多年的经济发展几近停滞状态。日本军事上不能实现自助，依赖于美

⑧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7年年会上表示：“在各国命运紧密相连的

新的时代背景下，新兴大国与既有大国的利益已深度交融，如果发生冲突，只能是双输。因此中

美关系不会走入‘修昔底德陷阱’。”参见中国日报网 2017年 3月 21日，http：//language.chinadaily.
com.cn/2017-03/21/content_28626784.htm。2016年 4月 17日，《人民日报》整版围绕正确认识“修昔

底德陷阱”这一主题刊登了一组文章，2016年 5月 8日，《人民日报》再次整版刊登系列文章，着重

就如何跨越“修昔底德陷阱”问题进行了讨论；2017年 12月 10日，《人民日报》又一次整版刊发如

何破除“修昔底德陷阱”的一组文章；详见《人民日报》2016年 4月 17日第 5版，《人民日报》2016年

5月 8日第 5版《人民日报》2017年 12月 10日第 5版。

⑨ 张宇燕：“2017：未来历史学家可能浓墨重彩书写的年份——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总论”，

载《国际形势黄皮书：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版。

-- 20



国的安全保护，国内政治也一定程度受制于美国，难以完全从自身国家战

略和利益角度在经济领域与美国进行竞争，而中国是一个军事自主、政治

独立的国家，与日本情况并不相同。但中国需要从中警醒并认识到，美国

阻碍中国崛起，目前需要迫使中国经济积累的进程被阻断，而其实现手段

不一定借助军事安全领域，其选项更不仅有发动预防性霸权战争或冲突。

对美国而言同样存在如下选项，即利用中国急于稳定发展中美关系、担心

美国在安全和经济领域对自己进行遏制的忧虑心态，让中国在政策上以损

伤自身经济发展为代价对美国做出让步。目前，在国际社会和中国国内热

议如何防范和破解“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的同时，现实情况却是，中

美之间因为相对实力此消彼长而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明显低于在经济领

域发生没有硝烟的冲突。

中国在面对美国的“经济压力陷阱”与美国进行互动时，中美对于两

国经济关系之于政治关系的作用问题上同样存在分歧。中方主流认为，中

美之间这种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更主要地扮演着两国政治关系“压舱石”的

角色。⑩ 而美国决策层，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则认为，中美经济关系正是中

美结构性矛盾突出体现之处。中国寄希望于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能够稳

住和推进中美政治关系，并且基于此认为中美关系的合作本质不同于当年

美苏关系的对抗本质，因为美国遏制苏联的冷战政策实施前提是美苏之间

几乎不存在经济往来，而中美之间却互为最重要的经贸伙伴。然而，中美

经济相互依赖在中美关系中发挥“压舱石”作用的空间是有限度的。经济

相互依赖关系或许能一定程度降低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爆发大国军

事冲突的可能性，但不能缓解中国崛起所面临的“经济压力陷阱”，更无

法避免中美政治关系的负面走向。在美国决策者看来，中美经济关系某种

程度上正是中美结构性矛盾的症结所在，中美经济关系越密切，两国贸易

失衡状态越凸显，中美之间的经济差距也将进一步缩小，中美结构性矛盾

反而可能越发突出。这也是特朗普政府一再在经贸领域向中国施压，并在

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上升到美国安全战略高

⑩ 参见：“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稳定器和压舱石——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详解中美经济

领域合作成果”，新华社北京 2017 年 11 月 10 日电，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7-11/11/c_
136744008.htm；“中外人士：经济合作仍然是中美关系‘压舱石’”，新华社北京 2017年 3月 18日，

http：//news.163.com/17/0318/21/CFRDR71T000187V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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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原因所在。即便在避免中美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方面，中美经济相

互依赖关系能够起到的真实约束作用，也远低于中美之间核武器能力的相

互威慑与制衡。

三、对“稳定发展中美关系”外交策略和中美关系负面

走向的重新审视

美国把中国当作竞争对手防范和制衡，中国感受到来自美国施加的崛

起压力。面对这一现实，国内一种比较主流的认识是，中国在崛起的关键

时期，首先要极力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因此美国对华政策和态度

对于中国能否崛起十分关键，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组大国关系。

而这一思路的政策导向往往演变为，稳定中美关系大局、使中美关系向好

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甚至在外交实践中成为追求的重要目标。

中国需要首先明确，稳定中美关系大局的内涵所指究竟是什么？如

果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防止中美之间发生军事冲突和对抗，那么中国并

不需要把稳定发展中美关系当成外交目标经营，也能维持这一大局；除

非中国不断向美国释放可以得寸进尺的错误信号，鼓励美国击穿中国的

核心利益和战略底线。如果赋予中美关系大局更多理想化的内容，比如

构建互利共赢的大国合作关系，那么现阶段无论中国做出怎样的诚意和友

善行为，也难以达成目标。如今中美关系大局的稳定，不是中国单方对

美示好争取来的结果，而是基于两国自身军事和经济实力的相互牵制，

以及国际社会的主流政治生态。2017年适逢中美关系破冰和签署《中美

联合公报》 45周年和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 25周年，中美两国领导人正式

会晤后，不少文章将当下中美关系类比 1972年和 1992年的情形，认为中

国两度在历史重要关头选择坚定发展中美关系被证明是成功的战略，因

此这仍是如今中国正确选择对美政策的样本。然而，现在的中美关系与

45年或 25年前的中美关系所处的国际格局和战略环境具有本质的不同，

并无多少可比性。

稳定发展中美关系，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本身没有问题，但围绕此形成

的各种思维误区和行为定势若主导中国外交实践，表面上或许能带来中美

关系暂时缓和的表象和成就，但这将损害中国的长远和潜在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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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稳定发展中美关系一旦被视为解决中国一切外交难题和崛起困

境的要结，成为指导中国对美外交实践的目标，中国将陷入十分被动的局

面。中国要极力避免在中美互动中，把稳定中美关系大局和中美关系向好

变成中国对美国的单方请求和美国对中国的要价筹码。从中国角度出发，

中国显然希望中美关系保持良好状态，中国对稳定发展中美关系的主观期

待和外交诚意是真实而为人所知的。但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仅仅是中国单

方面的愿望，并非中美两国的共同目标和利益所在。事实上，美国不但不

介意中美关系变坏，而且在中国表现出对中美关系稳定向好十分期待、对

中美关系紧张向坏非常敏感的信号鼓励下，中美关系的适度紧张反而符合

美国的需要。特朗普政府就多次通过直戳中国核心利益的痛点，对中国进

行勒索。美国近期打破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多年形成的默契，采取一系

列动作，先是签署《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将对台军售正常化，并包

括美台军舰互停互访方面的内容，进而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又明确了

美台军事同盟共同威慑外敌的承诺；2018年 1月 9日，众议院通过了具有

法律约束力的《台湾旅行法》，要求政府取消行之多年的禁令，使美台高

层“互访”成为可能。 一反多年来对台海这一中国大陆敏感关切问题的

态度，一次次贸然打出台湾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下定战略决心为台独当

局背书，而更多是逼迫中国政府在中美贸易和朝半岛问题上对美让步的投

机行为。在两国经贸往来密切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动辄威胁中国要打双

边“贸易战”，并对中国启动 301 贸易调查，也同样具有投机勒索的性

质。中国若不及时打消美国投机中国对美关系求稳向好的预期，台湾问题

和中美贸易问题可能成为被美国反复使用以制造中美的紧张气氛，中国也

将被对方不断重复恐吓和勒索。当中国过于热切地体现出稳定和发展中美

关系的意愿，以及对中美关系紧张趋冷过于敏感时，美国不但可以重复性

地实施勒索策略，令中国为避免中美关系紧张而让步，而且不必为此支付

给中国任何所需的利益进行交换。

第二，在观念上把稳定发展中美关系作为统领和解决其他对外关系的

要结，将其视为中美关系的附属品，认为只要中美关系稳住搞好，中国面

临的其他外交难题就容易解决了，这种外交思维定势对于实力积累阶段的

 特朗普，《国家安全战略报告》，http：//www.sohu.com/a/212173329_825949。

中美竞争视角下对“稳定发展中美关系”的再审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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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而言，潜在的伤害也不可小觑。特别是将这套观念应用于对待自己的

准盟友和经营周边时，一方面会像一些学者早已指出的那样，鼓励周边国

家两面下注的投机行为。 另一方面，为了稳定发展中美关系，无视这些

国家的利益和关切，特别是在美国的压力下，不顾及关系良好的战略伙伴

的利益，这将蚕食中国的战略信誉和国际影响力。大国的战略可信度首先

取决于其对跟随者的支持和保护力度，取决于该国对盟友履行政治协议的

可信度。在国际事务的具体处理过程中，大国的吸引力和可信度是加分还

是减分，大多数中立国家看的是该国如何对待自己的盟友或战略伙伴，能

不能为此顶住其他大国的压力，而不在于他们在看待该具体问题上与该国

的立场是否一致。他们选择与大国建立更紧密的战略关系时，主要关注的

是自己在需要的时候，特别是在其他大国的压力和威胁下，能不能获得保

护和支持。

第三，稳定发展中美关系的策略和目标不可本末倒置，美国的战略重

要性与中美关系必须好不能混为一谈，这要求中国对稳定发展中美关系的

代价进行充分评估。将中美关系在战略意义上看作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和

外交实践中把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作为中国外交重中之重甚至作为目标来

经营，这是两码事。中美关系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大国关系，或许在一定意

义上体现了客观现实，但美国的重要性和中美关系必须好的重要性不能混

淆。稳定中美关系是为了保证中国崛起进程更加顺利，如果不以此为前

提，或与此背离，把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作为中国外交目标本身，则是舍

本求末。所以，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不能不计代价，而且关键是要计算和

评估中国要为此付出多少代价，会丧失怎样的机会成本，如果得不偿失，

甚至可能延缓或阻碍中国崛起进程，则稳定发展中美关系作为策略就将与

其实际应追求的目的背道而驰。

第四，中国需要转换思维看待中美关系的负面走向，对于中美关系向

坏的趋势要理性、客观地应对。一方面，中国不要高估中美关系变坏对中

国的杀伤力；另一方面，中美关系在互动中出现适度紧张对中国不见得是

坏事。首先，中美关系出现适度紧张，并不意味着美国能形成伤害中国的

 周方银：《韬光养晦与两面下注——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中美战略互动》，载《当代亚太》

2011年第 5期，第 6-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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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政策，这需要如今社会分裂的美国形成高难度的集体行动。而且，美

国实施对华不友好政策和这些政策的推行能够切实损害到中国利益，两者

中间还要看政策是否有实施效力。美国决策层对中国的战略恶意突破其上

层分化和社会掣肘转化为具体行动，并获得理想的结果，绝非易事。其

次，在美国的压力下，防范中美关系变坏和避免中国在自身战略利益上丧

失与美国的博弈能力，相比之下，后者才应该是中国对美政策的出发点。

俄美关系的互动为中国提供了明示。近年来，俄美关系看似比之前更为紧

张，但这正是俄罗斯逐渐恢复地区影响力，以及在自身核心国家利益领域

与美国博弈能力上升的结果。虽然俄美之间龃龉增加，但俄罗斯借机“收

复”了克里米亚，阻止了北约的继续推进，避免了俄罗斯对周边控制权的

滑落，通过军事介入叙利亚保住并增强了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经过

几年的博弈，美国的力量逐渐被挤出了叙利亚，在乌克兰也不得不关切俄

罗斯的安全诉求，俄罗斯实际战略利益因此得到了增进。同样，中美关系

出现适度紧张、摩擦和扯皮不应是中国首要避免的目标。在美国压力下，

为搞好中美关系，而丧失核心利益和崛起机遇更需要中国警惕和防范。归

根结底，大国对外实现战略利益和增强影响力首先体现在对于关系本国切

身利益的国际事务的实际介入能力和话语权。

最后，面对来自美国的体系压力，中国在和美国的互动中尤其需要秉

持实力原则和利益导向。特朗普代表的美国保守力量对中俄两个大国的态

度与建制派思维相比更具有攻击性但也更为务实，他们看重并认可实力原

则，不回避大国基于实力和博弈结果主导其势力范围的现实。这种功利性

一方面表现在，当大国在其周边展示足够的战略意志和控制能力时，特朗

普政府更倾向于避免美国在次要利益地带与中俄两国形成对抗；另一方面

表现在，必要时可能接受有违“政治正确性”的大国间现实利益交换。特

朗普政府在叙利亚的政策体现了这一特点。中国只有正视中美结构性矛盾

的客观存在和中美关系的负面走向，体现出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决心和行

动能力，并且切实将外交重点放在经营好东亚地区，把国家实力转化为在

该地区的实际政治影响力，才能够以大国的身份与美国进行各取所需的利

益交换。

中美竞争视角下对“稳定发展中美关系”的再审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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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2月，美国政府发布了特朗普执政以来的首个《美国国家安全

战略》。报告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正尝试改变国际秩序，挑战了美国的权

力、影响力和利益。① 2018年1月发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概要）》则明确

提出，国家间战略竞争已取代恐怖主义成为美国最为重要的国家安全关切，

并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② 本文力图结合缓解崛起困境的理论框架和

历史经验，分析中美战略竞争时代中国安全战略的总体原则和政策选择。③

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中国安全战略
孙学峰

摘 要：特朗普政府的首个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和 《美国国防战

略》明确提出，国家间战略竞争已取代恐怖主义成为美国最为重要的国家

安全关切，并将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尽管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会

给美国落实大国战略竞争带来一定变数，但是并不能改变中美战略竞争趋

于强化的总体态势。未来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如果美国不遭遇其他重大

外部安全威胁，中国有效管控中美战略竞争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在这一过

程中，坚持循序渐进原则缓解崛起困境，采取与自身实力地位相适应的渐

进战略将是中国值得持续努力的战略方向。

关键词：中美关系；安全竞争；渐进战略；伙伴关系

作者简介：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亚安全秩序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研究》（批准号：
14BGJ027）阶段性成果。

①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December 2017，p. 2，https：//
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②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p. 1，https：//
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③ 目前相关研究大多是在中美双边框架下的短期分析，参见吴心伯、达巍主编：《解读“特
朗普元年”》，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2018年 1月，第 83-90页，http：//www.iis.fudan.edu.cn/_upload/
article/files/37/43/4526ac4844c8bb4aa45a463990f4/c0df3ce4- f68d-4cec-904f-31995861d963.pdf. 本文
重点关注总体安全战略，有关中国核战略的讨论可参见吴日强：《中美如何避免核军备竞赛》，载
《当代美国评论》2017年第 2期，第 41-60页；赵通：《中国与国际核秩序的演变》，载《国际政治科
学》2016年第 1期，第 145-148页。有关中国塑造国际规范的战略选择，可参见Yan Xuetong，“Chi⁃
nese Values vs. Liberalism：What Ideology Will Shape the International Normative Order？”，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 11，No. 1（2018），pp.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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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将中国确立为战略竞争对手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实力地位提升加速。经济实力方

面，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位，此后逐步缩小了与美国

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为 11.2万亿美元，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60.2%，而 2009年这一比例则

为三分之一。④ 军事实力方面，2008年中国军费开支跃升至世界第二。根

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的统计，2016年中国军费开支依然位居世

界第二，是美国军费开支的 36%，⑤ 2008年这一比例则为 14%。⑥

随着综合实力的上升，中国的战略影响力也逐步拓展。2010年年初，

中国与东盟自贸区正式建成，2013年秋天提出“一带一路”倡议。2017
年 5月，“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北京成功举行，来自 29个国家的国家元

首、政府首脑与会，130多个国家和 70多个国际组织的 1500多名代表参

与会议。⑦ 此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于 2015年年底正式成立，成为中国

倡议设立的首个多边金融机构，57个国家参与了筹建工作。⑧ 与此同时，

中国处理周边安全矛盾的政策行动也更加积极进取，在黄岩岛、钓鱼岛斗

争和南海岛礁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重要进展。⑨

在中国实力上升和影响力扩展的过程中，美国采取了多种牵制措施，

包括公开重申钓鱼岛属于《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的覆盖范围；派出军舰、

④ 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year_high_desc=true.
⑤ “Trends in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2016”，April 2017，p. 2，https：//www.sipri.org/sites/

default/files/Trends-world-military-expenditure-2016.pdf.
⑥ SIPRI Yearbook 2009- Summary，p. 11，https：//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2016- 03/

SIPRIYB09summary.pdf.
⑦ 《杨洁篪就“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接受媒体采访》，2017年 5月 18日，http：//www.

beltandroadforum.org/n100/2017/0514/c24-332.html.
⑧ 《亚投行正式成立 首批项目有望明年年中批准》，2015年 12月 25日，http：//www.xinhua⁃

net.com/fortune/2015-12/25/c_1117583857.htm.
⑨ 相关详细讨论参见周方银：《国际秩序变化原理与奋发有为策略》，载《国际政治科学》

2016年第 1期，第 46-48页；刘丰：《中国东亚安全战略转变及其原因》，载《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

第 3期，第 46-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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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母战斗群和战略轰炸机到中国南海岛礁附近海域/空域巡航；⑩ 在韩国

部署萨德（THAAD）反导系统，针对中国的核政策也变得更具攻击性。

特朗普政府发布的首份《核态势审议报告》特别强调，中国正通过发展核

与非核能力挑战美国霸权，所以美国需要精心策划应对战略。

2017年 12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则对来自中国的战略挑战

进行了相对系统的论述。报告认为，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力图将中国整合

进战后国际秩序的努力并未实现目标，中国和俄罗斯与美国及其盟友伙伴

展开了积极的竞争，特别是地缘政治优势方面的竞争，并尝试改变国际秩

序，以对两国更为有利。在印太地区，中国正寻求取代美国的地位，拓展

中国的经济模式，重塑地区秩序。为此，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和俄罗斯挑

战了美国的权力、影响力和利益，力图侵蚀美国的安全与繁荣。

2018年 1月发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概要）》则进一步明确指出，国

家间战略竞争，而非恐怖主义，已成为美国最为重要的国家安全关切，并

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报告强调，随着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崛起，中

国将继续推进军事现代化，以在近期内寻求印太地区霸权，未来则将取代

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为此，与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竞争将是美国国防部

最为重要的长期战略目标。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重点重回大国竞争并将中国确定为战略竞争对手，

反映了美国战略外交分析人士的共识。事实上，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两

党主流分析人士即逐步达成共识，认为美国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进取态

势反应不足。因此，特朗普政府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美国国

防战略》得到了两党战略和外交分析人士的普遍欢迎。

⑩ Sun Xuefeng，“United States Leadership in East Asia and China’s State by State Approach to
Regional Security”，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 3，No. 1（2018），p. 104.

 吴日强：《中美如何避免核军备竞赛》，载《当代美国评论》2017年第 2期，第 40页。

 李彬：《核武器重新成为美国争霸的工具》，载《环球时报》2018年 1月 26日。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pp. 2，25，27。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pp. 1-2。
 吴心伯、达巍主编：《解读“特朗普元年”》，第 90页；Thomas Wright，“Trump Wants Little

to Do With His Own Foreign Policy---The Clash between America First and the Global Shift to Great-
power Competition”，January 31，2018，https：//www.theatlantic.com/amp/article/552002/？_twitter_im⁃
pression=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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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有学者发现，强调“美国优先”原则的特朗普似乎并没有把

大国战略竞争作为其重点关注的首要威胁。例如，在首个国情咨文报告

中，特朗普重点强调的美国国家安全威胁并不是大国竞争，而是移民、恐

怖主义和朝鲜。统计发现，在特朗普的国情咨文中，涉及移民威胁的单词

数为 813，讨论朝鲜威胁和恐怖主义威胁的单词数分别为 463和 366，而提

及大国竞争对手的只有 14个单词。

因此，在这些学者看来，美国现在事实上存在两套国家安全战略，一

套是特朗普的战略，一套是其国家安全团队的战略，两套战略处于两个平

行空间。 尽管我们不能仅以比较单词数量判断特朗普的战略重点，但是

不能否认的是其倡导的“美国优先”原则确实为美国落实大国竞争战略产

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二、“美国优先”原则与中美战略竞争

“美国优先”原则的核心在于维护国际秩序不再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核

心目标，美国的物质利益，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利益，才是特朗普关注的首

要目标，甚至强调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 为此，在特朗普执政的头一

年，贸易平衡成为其在亚太地区关注的主要议题。例如，2017年亚太经

合组织首脑峰会期间，特朗普并未系统阐述其亚太政策，突出强调的则是

要重新平衡美国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关系，亚太国家不能再占美国便宜。

2017年 11月，特朗普访问日本时则公开批评日本实施不公平贸易，强调

美日贸易并不是自由互惠的。 此后在与韩国领导人会晤时，特朗普也明

 Thomas Wright，“Trump Wants Little to Do With His Own Foreign Policy”.
 Thomas Wright，“Trump Wants Little to Do With His Own Foreign Policy”；吴心伯、达巍主

编：《解读“特朗普元年”》，第 89页.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s Foreign Policy Puts America First”，January 30，2018，https：//

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 statements/president- donald- j- trumps- foreign- policy- puts- america-
first/。

 达巍：《亚太在美国战略棋局中的位置有何变化？》，2018年 1月 23日，https：//www.thepa⁃
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63988

 《特朗普访日期间指责日本实施不公平贸易》，2017 年 11 月 6 日，http：//www.ftchinese.
com/story/001074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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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表示，美国与世界多个国家均维持着贸易赤字，美国不希望出现贸易赤

字。对美国来说，美韩自贸协定是一个失败并且对美国不利的协议。

高度关注经济利益使得特朗普极力推动美国盟友分担更大的防务责任

和成本。2017年 11月，特朗普在与日本领导人会谈时，对日本未能击落

飞跃其领土的朝鲜导弹表示失望，同时强调日本可以通过购买美国武器应

对拥核的朝鲜，以保护日本的安全利益。 2017年北约峰会期间，特朗普

批评北约盟友并未投入足够的国防开支，存在大量欠款，因此要增加军

费。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并没有在峰会讲话中重申对《北大西洋

公约》第五条即集体防御条款的承诺，从而打破了 1949年北约成立以来

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表态的惯例。尽管半个月后特朗普首次公开表示，

其领导下的美国政府遵守对北约第五条款的承诺。但是，此前在北约峰会

上拒绝就此表态，还是震惊了北约盟国。

令美国盟友更为失望的是，“美国优先”原则意味着美国对外政策要

与其价值观脱钩。2017年 5月，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公开表示，特朗普的

“美国优先”原则意味着要将美国的政策与美国的价值观区分开来。 这

一政策思路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二战以来美国塑造盟友关系和国际秩序的传

统。二战以来，美国不但为其盟友提供了较为可靠的安全保护，而且着力

塑造盟友间的共同原则和价值观，才使得美国与大多数盟友之间形成了较高

水平的战略合作关系，为其维持和拓展国际领导地位发挥了关键作用。

 《特朗普：美韩自贸协定对美国来说是个失败》，2017年 11月 7日，http：//www.yicai.com/
news/5366767.html。

 Mark Landler and Julie Hirschfeld Davis，“Trump Tells Japan It Can Protect Itself by Buying
U.S. Arms”，November 6，2017，https：//www.nytimes.com/2017/11/06/world/asia/trump-japan-shinzo-
abe.html。

 《北约峰会：特朗普要求成员国支付更多军费》，2017 年 5 月 26 日，http：//www.bbc.com/
zhongwen/simp/world-40055302。

 Rosie Gary，“Trump Declines to Affirm NATO’s Article 5”，May 25，2017，https：//www.
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7/05/trump-declines- to-affirm-natos-article-5/528129/。陆佳

飞、周而捷：《特朗普首次表态支持北约第五条款》，2017 年 6 月 10 日，http：//www.xinhuanet.com/
world/2017-06/10/c_1121120320.htm

 “Remarks to U.S. Department of State Employees”，May 3，2017，https：//www.state.gov/sec⁃
retary/remarks/2017/05/270620.htm。

 伊曼纽尔·阿德勒、文森特·波略特主编：《国际实践》（秦亚青、孙吉胜、魏玲译），上海人

民出版社 2015年版，第 181-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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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出于对美国国际领导地位合法性的担心，美国前助理国务卿 Tom
Malinowski才公开批评蒂勒森的讲话是其有生以来听到的最为无知的国务

卿讲话。

过去一年的事实也表明，“美国优先”原则确实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美

国在其盟友中的战略信誉，促使其东亚盟友更加主动地改善或稳定与中国

的战略关系。例如，从 2017年春天日本即开始释放出改善对华关系的信

号。2017年 5月，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率团参加了“一带一路”高峰论

坛。 9月 28日，日本首相安倍出席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主办的中国国庆

庆祝活动，并强调力争在年内举行日本担任主席国的中日韩首脑会谈。这

是安倍执政以来首次出席这一活动，也是日本首相时隔 15年再次出席中

国驻日使馆举办的中国国庆活动。 2018年 1月底，日本外长河野太郎访

华期间表示，日中关系目前已出现了改善势头，希望两国进一步加深互

信，从大局出发稳定发展双边友好合作关系。

再如，2017年下半年，韩国抓住机会逐步改善了与中国的关系。10月
30日，韩国外长康京和在国会表示，韩国政府不加入美国导弹防御体系

的立场没有改变，韩美日三国间的安全合作不会发展成三方军事同盟，韩

中美三国之间应该进行必要有效的战略沟通。 12月中旬，韩国总统文在

寅访华期间，向中国领导人表达了寻求两国关系新开端的愿望。在启程访

华之前接受中国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文在寅表示，韩国将格外注意防止

“萨德”的使用损害中国的安全利益，并强调美国曾多次答应遵守在此问

 Julian Borger，“Rex Tillerson：‘America First’Means Divorcing Our Policy from Our Val⁃
ues”，May 4，2017，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7/may/03/rex- tillerson-america-first-
speech-trump-policy。

 《外交部发言人证实美韩等国将派员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17年 5月 12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5/12/c_1120965216.htm。

 《安倍出席中使馆国庆活动：力争年内中日韩首脑会谈》，2017年 9月 28日，http：//news.
takungpao.com/world/exclusive/2017-09/3498451.html

 林子恒：《日中关系出现改善势头 日外长希望能加深互信》，http：//www.zaobao.com.sg/
znews/greater-china/story20180128-830618。

 陆睿、耿学鹏：《韩国外长表示未考虑追加部署“萨德”》，2017年 10月 30日，http：//www.
xinhuanet.com/2017-10/30/c_112187997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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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上的承诺。

又如，2016年美国大选前，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就曾公开表示，特朗普

让美国退出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决定将会伤害美国，并将降低亚

太地区对美国的信任程度。2017年 2月底，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专访时，

他再次对美国退出 TPP一事表示非常失望。 9月，李显龙在访美之前对

中国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问，推动与中国关系的持续改善。在访华前接受

新华社专访时，李显龙表示，一个成功的中国不仅是中国的福祉，也是全

世界的一件大好事情。 此后在接受美国 CNBC记者采访时，李显龙明确

表示新加坡不希望在中美之间选边。

概而言之，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美国领导地

位的国际合法性及其在部分盟友眼中的战略信誉。 在中美战略竞争趋于

强化的过程中，这些变化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国动员东亚盟友与中国展开

战略竞争的能力。但是，“美国优先”原则并不能改变中美战略竞争趋于

强化的总体态势。 未来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如果美国不遭遇其他重大

外部安全威胁，有效管控中美战略竞争的难度将逐步加大，并成为中国缓

解崛起困境必须面对的战略挑战。

 Jane Perlez，“South Korea’s Leader，Meeting Xi Jinping，Seeks‘New Start’With China”，
December 14，2017，https：//www.nytimes.com/2017/12/14/world/asia/china-south-korea-xi-jinping.ht⁃
ml？_r=0&_ga=2.255247432.1586010026.1517816428-458755680.1515110216。

 《李显龙接受 BBC 专访》，2017 年 3 月 1 日，http：//www.guancha.cn/global-news/2017_03_
01_396575.shtml。

 《专访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中国肯定继续发展，继续向前进》，2017 年 9 月 18 日，http：//
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9/18/c_129706346_3.htm。

 “‘We Will Be Asked to Pick a Side’If US-China Tensions Rise，Says Asian Leader”，Octo⁃
ber 19，2017，https：//www.cnbc.com/2017/10/19/singapore-prime-minister- lee-hsien- loong-on-us-
china-relationships.html

 还 可 参 见 Brantly Womack，“International Crises and China's Rise：Comparing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2017 Global Political Crisis”，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0，No. 4（2017），p. 388。

 从中美民族主义的不同类型入手，施威勒认为从美国单极转向中美两极的过程会实现软着

陆。Randall Schweller，“Opposite but Compatible Nationalisms：A Neoclassical Realist Approach to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 11，No. 1（2018）。 本文的

分析与施威勒的判断并不矛盾，也就是说在国际格局可能发生变化的过程中，中美战略竞争强度总体

上会加大，但不大可能发生大规模对抗或战争（包括代理人战争）。有关冷战后代理人战争可能性大大

下降的讨论，参见陈翔：《冷战时期代理人战争为何频发》，载《国际政治科学》2017年第4期，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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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循序渐进管控中美战略竞争

根据缓解崛起困境的理论逻辑和历史经验，本文认为，在管控中美

战略竞争的过程中，坚持循序渐进原则，采取与中国实力阶段相适应的

渐进战略，以对冲美国及其安全体系的战略压力，将是值得持续努力的战

略方向。

（一）采取与中国实力阶段相适应的渐进战略

循序渐进原则的核心是采取与中国实力地位相适应的战略安排。尽管

中国的实力地位已位居世界第二并呈现持续上升的势头，但与美国的总体

实力相比仍处于追赶阶段。 在追赶阶段，管控主导国战略压力最为有效

的选择是渐进战略。渐进战略的核心是不挑战主导国在其核心利益区域/
领域的优势地位，注意寻求双方在这些区域/领域的共同利益，通过实现

共同利益推进与主导国的合作，并在合作过程中维护自身利益，适度扩展

影响力。而在主导国的非核心利益区域，拓展影响力要尽力避免使用武

力，同时防止完全控制次核心利益区域/领域，而将主导国影响完全排除

在外。 渐进战略的典型成功实践包括：19世纪 70至 80年代俾斯麦德国

奉行的战略和 20世纪 50年代中期至 70年代初期苏联奉行的战略。

不过，在追赶阶段向僵持阶段过渡的过程中，崛起国比较容易出现的

战略失误就是放弃更为有效的渐进战略，转而采取挑战程度更强但很难成

功的突进战略。突进战略的主要特征是挑战主导国在核心利益区域/领域

的主导地位，利用非武力手段迫使主导国做出妥协让步，以削弱主导国在

其核心利益区域/领域的主导地位，或是使用武力完全排除主导国次核心

 依据崛起国与主导国相对实力比（R）的不同，可将崛起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1）追赶阶

段（0.4≤R<0.8），崛起国与主导国的实力比大于等于 40%而小于 80%；（2）僵持阶段（0.8≤R<1.25），

崛起国与主导国的实力比大于等于 80%而小于 125%；（3）超越阶段（R≥1.25），崛起国与主导国的

实力比大于等于 125%。参见 A. F. 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The War Ledger（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 49. 按照 2016 年的数据计算，中国的物质实力仅为美国的

48%（中美国内生产总值和军费开支比例之和除以 2），实际上刚刚进入追赶阶段。具体数据可参

见本文第一部分。

 孙学峰：《中国崛起困境（第二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2、35-
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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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区域/领域的影响力，力图确立崛起国在相应区域/领域内的主导地

位。 过早实施突进战略遭遇失败的典型例子包括：19世纪末开始威廉二

世德国与英国展开海军军备竞赛以及 20世纪 60年代初赫鲁晓夫执政时期

挑起第二次柏林危机。

事实上，在未进入超越阶段之前，突进战略都难以取得成功，其主要

原因在于，崛起国实力依然不具有优势，无法给主导国施加足够的压力，

而主导国则还可以较为有效地动员国内和国际资源，以进一步增强实力应

对崛起国的挑战。更为关键的是，在崛起国影响力不断拓展的背景下，突

进战略不但会增强主导国的抵抗决心，而且会加剧其他体系大国和崛起国

周边国家的恐惧，担心自己成为崛起国的下一个目标。因此，这些国家与

主导国深化合作的动力会明显增强，使得主导国争取国际支持的过程更加

顺利，其遏制崛起国的实力和决心也会随之进一步增强。 这方面较为典

型的例子就是 20世纪 60年代末中苏对抗和边界冲突加速了中美关系缓

和，对此后苏联管控美国的战略压力造成了较为明显的消极影响。

因此，在未进入超越阶段之前，中国有必要长期坚持循序渐进原则，

持续贯彻渐进战略，以对冲美国战略压力， 管控中美战略竞争，进而有

效缓解崛起困境，为持续推动民族复兴和维护地区/全球稳定创造更为有

利的外部条件。

（二）渐进战略的核心内容

根据中国和美国的实力发展趋势和利益层次，未来五年中美的战略竞

争仍将主要集中于东亚地区， 相关安全问题均直接或间接涉及美国的东

亚安全体系。 因此，中国贯彻渐进战略的核心在于有效对冲美国及其东

 同上书，第 32页。

 同上书，第 38-39、40-42页。

 有关中国对美国战略对冲思路的讨论，参见周方银：《韬光养晦与两面下注— 中国崛起

过程中的中美战略互动》，载《当代亚太》2011 年第 5 期，第 5-26 页；Sun Xuefeng，“United States
Leadership in East Asia and China’s State by State Approach to Regional Security”，pp. 107-108。

 阎学通：《权力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 6期，第 10页。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东亚安全体系包括五个正式驻军的盟国，即日本、韩国、澳大利

亚、菲律宾和泰国，此外还包括提供海军基地以及相关配套设施的新加坡以及通过《与台湾关系

法》和军售获得非正式安全保护的中国台湾地区。参见刘若楠：《东南亚国家对冲战略的动因

（1997-2015）》，清华大学 2016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45 页；Sun Xuefeng，“United States Leadership
in East Asia and China’s State by State Approach to Regional Security”，pp. 10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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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安全体系的战略压力，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 避免东亚政治军事集团对抗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中心逐步由

西欧转向东亚。维持东亚地区主导权，特别是美国东亚安全体系的稳

定，日益成为美国最为重要的核心利益之一。因此，美国十分关注中国对

其东亚主导地位的影响。2017年 2月，在谈到中国的周边政策时，美国国

防部长马蒂斯认为，当今的中国似乎想要恢复明王朝的册封体制。也许是

想把周边地区全部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不过在现代世界里，这种做法绝

对行不通。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地区集团对抗，中国应坚持贯彻结伴不结盟的总体

思路，不采取有可能引发东亚政治军事集团对抗的政策举措，防止中美在

东亚地区走向政治军事集团对抗。 中美在东亚走向集团对抗将对管控中

美战略竞争造成三方面不利影响：一是推动美国的东亚盟友深化其与美国

的双边同盟，同时加强与其他美国东亚盟友之间的战略合作，客观上推动

美国东亚双边安全体系多边化，从而形成“中国一家”对“美国紧密一

帮”这一更为不利的局面。二是压缩东亚国家在中美之间战略对冲，维持

战略平衡的空间。 东亚国家将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而中国军事实力的

劣势以及与东亚部分国家之间的主权领土争端，将促使大部分奉行对冲战

略的国家深化与美国的战略协调，从而进一步增大中国缓解美国及其东亚

安全体系战略压力的难度。三是推动东亚地区之外的体系大国与美国加强

战略协调，深化战略合作，以防范中国战略影响力扩展对这些国家的战略

利益产生更为不利的影响。而这些变化不但将弱化中国与这些体系大国既

有的战略合作基础，同时又将直接增强美国的战略影响力，此消彼长十分

不利于中国管控美国及其安全体系的战略压力。

 相关详细讨论，参见阎学通：《权力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第 5-12页。

 《美国新任防长称中国想把周边地区纳入势力范围》，2017年 2月 9日，http：//news.sina.
com.cn/c/nd/2017-02-09/doc-ifyamkzq1201988.shtml？mod=f&loc=3&doct=0&rfunc=100。

 有关中国建立自身主导等级体系的挑战，参见David Lake，“Domination，Authority，and
the Forms of Chinese Power”，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 10，No. 4（2017），pp.
378-381.

 有关东南亚国家战略的变化，参见刘若楠：《大国安全竞争与东南亚国家的地区战略转

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 4期，第 60-82页。

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中国安全战略 □

-- 35



《战略决策研究》2018年 第2期

2. 深化伙伴关系的战略合作

避免东亚走向中美集团对抗并不意味着要回避战略挑战，而是要寻求

更为可行的战略思路，稳步拓展战略友好关系，进而有效化解美国及其安

全体系的战略压力。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深化安全伙伴的战略合作。冷战后体系大国的伙伴国可以分为两

类，即认可和支持大国核心安全利益的安全伙伴国和拓展大国经济及相关

领域合作资源的经济伙伴国。 为提升战略信誉进而争取战略支持，中国

有必要在自身能力范围内优先向安全伙伴国提供战略支持，深化与这些国

家的战略合作，特别是俄罗斯、巴基斯坦等周边安全伙伴国的战略合作，

以帮助中国尽可能分担美国及其安全体系的战略压力，特别是有效管控涉

及中国主权领土问题的中美战略竞争。

例如， 2006 年，台湾当局不顾岛内外的强烈反对，决定终止“国统

会”和“国统纲领”，对一个中国原则和台海和平稳定构成了严重挑衅。

为此，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随即就“台湾当局”终止“国统会”和“国统

纲领”发表声明，重申支持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2008 年 3 月，西

藏拉萨发生打砸抢烧事件，部分国家试图利用这一事件抹黑中国，乌外交

部 3 月 23 日就西藏问题发表声明，表示支持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立

场。 2016年 7月，乌兹别克斯坦外长在上合组织会议上表示，应在包括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原则基础上维护海洋法律秩序。所有

有关争议均应由当事方通过友好谈判和协商和平解决，反对国际化和外部

势力干涉，以此支持中国在南海地区的重要利益。

二是拓展东盟国家的对冲空间。冷战后东盟国家一直推行在大国（特

别是中美）之间寻求平衡的对冲战略，而不愿意在中美之间直接选边。

为此，中国应创造条件扩大东盟国家的对冲空间，充分意识到东盟尽力在

 此处笔者参考了支点伙伴国和结点伙伴国的分类思路，并做了更为清晰的表述和界定。

孙学峰、丁鲁：《伙伴国类型与中国伙伴关系升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 2期，第 58页。

 相关讨论参见孙学峰、丁鲁：《伙伴国类型与中国伙伴关系升级》，第 68页。

 同上，第 69页。

 有关冷战后东南亚国家对冲战略的讨论，参见刘若楠：《东南亚国家对冲战略的动因

（1997-2015）》，北京：清华大学 2016 年博士学位论文；Kuik Cheng-Chwee.“How Do Weaker States
Hedge Unpacking ASEAN States’Alignment Behavior towards China”，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
na，Vol. 25，No. 100（2016），pp. 50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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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之间维持平衡，不愿联合美国向中国施压就是中国可以接受的战略态

势。扩大东盟国家的对冲空间必须切实稳定南海局势，因为南海问题是中

国东盟深化战略关系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2013-2016年上半年中国东盟

战略关系因南海问题遭遇挑战就是典型的例证。

不过，2016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抓住机会实现了中菲关系的转圜，并

与东盟国家一起成功制订并通过了“南海行为准则”（COC）框架，为改

善中国与东盟国家战略关系创造了良好气氛。 2018年 2月，新加坡外长

维文就曾表示，当前南海形势已经平静许多，东盟和中国都有善意和信心

开启“南海行为准则”案文磋商，这本身就是十分积极的一步。 而南海

问题趋于稳定有效弱化了东盟国家联合美国向中国施加战略压力的动力。

例如，2018年 1月，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访问印尼时表示，美国愿意帮助

印尼维持在南海的海上安全，但印尼国防部长里亚米扎尔德·里亚库杜则

明确表示南海局势已经降温。

3. 推进中美战略对话合作

美国将中国确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并不意味着中美无法推进战略对话与

合作，相反正是因为进入了战略竞争时代才更需要沟通对话，以防止战略

竞争时失控，转向战略对抗甚至爆发危机和武装冲突。2017年 6月，中美

举行首次外交安全对话就是这一思路的体现。中美双方都希望通过对话不

断增进互信、扩大共识、促进合作、管控分歧，使其为推动中美关系取得

更大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此外，中美两军的对话交流也为管控中美战略

竞争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氛围和条件。 因此，2018年 2月，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国务委员杨洁篪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希望中美双方一道

 《王毅用三个“最”概括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2017年 8月 8日，http：//www.fmprc.gov.cn/
web/wjbz_673089/zyhd_673091/t1483046.shtml。

 《美方赴中国“后院”全力推销武器 称平衡中国影响力》，2018年 2月 5日，http：//news.hai⁃
wainet.cn/n/2018/0205/c3541093-31254628.html。

 同上。

 《首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在美国华盛顿举行》，2017年 6月 22日，http：//www.fmprc.gov.cn/
web/zyxw/t1472281.shtml。

 《中美两军联参对话机制首次会议近日在美举行》，2017年 11月 30日，http：//www.mod.
gov.cn/info/2017-11/30/content_47986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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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办好中美 4个高级别对话机制第二轮对话。

在展开战略对话的基础上，中国可以在确保核心利益的前提下，积极

回应美国利益关切，扩大与美国的合作基础。例如，特朗普强调“美国优

先”原则，更加注重涉及美国自身利益的外部挑战。正是在此背景下，特

朗普政府高度关注中美关系中的经贸问题和朝核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中

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同时美国也认为中国最能为其解决朝核

问题提供帮助。 特朗普还曾表示出要将两个问题挂钩的倾向。

为此，中国在坚持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与美国在相

关领域的合作并取得一定的进展。朝核问题上，中美始终保持密切沟通与

协调，重要共识也得以维持。经贸问题上，2017年中美则先后顺利推进

百日行动计划并签署了 2500多亿美元的经贸大单，首轮全面经济对话也

达成了积极成果。 进入 2018年，中方继续强调要拓展经贸、两军、执

法、禁毒、人文、地方等领域合作，加强在朝鲜半岛核等国际和地区问题

上的协调，妥善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推动中美关系在新的一年取得更大

发展。

四、结论

随着特朗普政府首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美国国防战略》的出

台，美国正式提出国家间战略竞争将取代恐怖主义成为美国最为重要的国

家安全关切，并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尽管特朗普的“美国优先”

原则会给美国落实大国战略竞争带来一定变数，但并不能改变中美战略竞

争趋于强化的总体趋势。未来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如果美国不遭遇其他

 《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杨洁篪》，2018 年 2 月 10 日，http：//www.fmprc.gov.cn/web/zyxw/
t1533803.shtml。

 达巍：《亚太在美国战略棋局中的位置有何变化？》。

 Mark Landler，“Trump Says China Will Get Better Trade Deal if It Solves‘North Korean
Problem’”，April 11，2017，https：//www.nytimes.com/2017/04/11/world/asia/trump- china- trade-
north-korea.html。

 吴心伯：《2018年影响中美关系的三大因素和对策》，2018年 1月 21日，https：//www.thepa⁃
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60373。

 《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杨洁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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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外部安全威胁，中国有效管控中美战略竞争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根据缓解崛起困境的理论逻辑和中美实力发展趋势，中国应坚持循序渐进

原则缓解崛起困境，采取与自身实力地位相适应的渐进战略管控中美战略

竞争。渐进战略的核心是有效对冲美国及其东亚安全体系的战略压力，主

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防止东亚地区出现中美政治军事集团对抗；二

是深化伙伴关系的战略合作，特别是与安全伙伴国的战略合作，同时通过

稳定南海局势，扩大东盟国家在中美之间战略对冲的空间；三是推进中美

战略对话合作，在确保自身核心利益的前提下，中国可不断拓展中美共同

利益，深化两国的战略对话和多层次（双边/地区/全球）战略合作。

中美战略竞争时代的中国安全战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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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Author: Sun Xuefeng,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singhu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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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mainly the competition of interna⁃
tional prestige, which is a power that can convince other countries without the use of force. In
times of peac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ational prestige and ascending is achieved by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process, it needs to solve the problems that countries cheat
with each other, and the differences on cooperation income.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can be
divided into structural leadership,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entrepreneurship) and educational
leadership. The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is not simply to repel each other, but can share to a
certain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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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on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U.S. Relations
Zhao Minghao

Abstrac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overhauled its internal and external policies, defining
China as a revisionist state and rival, reflecting a new view of China that has evolved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In the next few years, the U.S. will be more competitive and forceful in its poli⁃
cy towards China. Competition in China-U.S. relations mainly reflects in economic and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hich has become “competitive game” rather than “stabil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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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的好与坏，直接影响当今国际政治形势的和平与稳定。美国

政府在其 2017 年底发表的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中，已将中国定位为

“改变现状”国家，称今后将通过提升“竞争手段”来对抗来自中国的挑

战，以“保护美国的利益和推动美国价值观”。① 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战略

竞争似乎已经是一个无法避免，不得不接受的现实问题。但是， 中美之

间到底在竞争什么？ 是国际安全？还是国家权力？还是国际领导权？ 本

文试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出发，分析中美战略竞争的实质，提出中美之

间对国际威望的竞争，今后将会取决于国际领导权的争夺。但由于国际领

导权的多样性，我国可以在增强“结构性领导权”的同时，重点提升

“组织性领导权”和“知识性领导权”，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美之间在

中美国际领导权的竞争和共享

贺 凯 冯惠云

摘 要：本文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认为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主要

是国际威望的竞争，威望是一种不需要使用武力就能让其他国家信服的力

量。在和平时期，一个国家威望的树立和提升往往通过促进国际合作来实

现，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解决国家之间的相互欺骗，以及合作收益上的差

异性两个方面的问题。国际领导权可以分为结构性领导权，组织性 （企业

家精神） 领导权和知识性领导权，国际领导权并不是简单的相互排斥的关

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分享的。

关键词：中美关系；战略竞争；国际威望；权力分享

作者简介：贺 凯，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治理与公共政策中心、格

里菲斯亚洲研究所教授；

冯惠云，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政府与国际关系学院高级

讲师。

① 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December 2017，p.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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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事务中“共享领导权”。

国际关系理论和中美战略竞争

关于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解读各不相同。现

实主义理论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下，国家对安全和权力的追求和竞

争是一种常态。比如，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理论主张安全是一个国家永远

追求的目标。② 米尔斯海默的进攻现实主义也同意无政府国际体系对国家

安全的挑战，但他认为国家会以追求权力为目标，因为只有权力能带来安

全。换句话说，在无政府体系下，只有霸权国是绝对安全的。③ 因此，中

美之间的竞争，在现实主义学者的眼中，将是对权力和安全的竞争，是一

种无法调和的零和游戏。

自由主义学者，如欧基汉等，则认为经济实力是一个国家在无政府国

际体系下生存的基础，主张国家之间经济的相互依赖和国际机制能一定程

度上缓解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并促进国际合作。④ 对于中美之间的战略

竞争，自由主义学者虽然也同意“无政府的国际体系”对国家在安全诉求

方面的压力，但更强调两国在经济层面和国际机制上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

状态。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国家间的关系和国际体系的性质都是观念建构及社

会化的产物。温特著名的主张是在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学者眼中恒定不变

的“无政府体系”其实是国家之间通过观念建构而形成的。⑤ 因此观念的

改变和社会化的过程是理解国家之间关系，如安全困境或安全竞争的关

键。中美之间所谓的竞争，在建构主义学者的眼中，其实是观念上的建构

问题。换句话说，只有改变了观念上的竞争模式，才能缓解中美关系上的

竞争行为。

② Kenneth N.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McGraw-Hill，1979）.
③ John J.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WW Norton & Com⁃

pany，2001）.
④ 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
⑤ 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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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上三种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解读各有千

秋，但却都有些缺陷。现实主义理论的主张过于“简单粗暴”，无法解释

中美之间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复杂关系。自由主义理论有些“粉饰太平”，

国际机制和经济相互依赖无法缓解中美在安全方面的相互提防。建构主义

理论本身有着“知其然，却不知所以然”的问题。在中美关系问题上，观

念和社会化的建构的确很重要。但如何改变观念上的竞争，建构主义却没

有明确的答案。

为此，本文提出从人性化的角度出发，考虑国家外交政策。其主要原

因很简单，因为所有国家的政策都是领导人制定的。我们认为关于中美国

家之间的问题，其实是两个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博弈。如果说安全是中美两

国领导人所追求的最终目标， 这似乎有点小看了中美两国军事核威慑能

力。如果说领导人都追求经济利益或权力的最大化，的确有些道理，因为

这是人性使然。但问题是，人们为什么会追求权力和金钱—这些物质利益

—的最大化呢？ 当然，我们可以说，人性天生就爱钱和爱权，这是目

的，也同时是手段。但是，物质利益往往不是人们追求的全部或者是追求

的最高目标。从需求层次的角度来说，在安全、经济方面的基本需求得到

满足后，人们会寻求尊重和自我实现，以及会产生多种个性化的需求。如

马云开始追求艺术、拍电影，潘石屹开始追求摄影，比尔·盖茨开始致力

于慈善事业，等等。这些现象可能只是一些特例，但它们说明一个道理：

人的追求不仅仅是物质的。同样，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

人，他们的追求也不仅仅是物质上的。

国际威望和软实力

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吉尔平提出，国家间竞争的焦点其实是“国际

威望”（prestige）。⑥ 这种国际上的威望就好像是国内社会中的“社会地

位”。在社会上，有许多暴发户，虽然很有钱，却不被人们和社会尊重。

他们缺乏的就是威望和地位。当然，没有实力，保持威望也会很难。英国

有些老牌贵族，由于家道败落，只能靠变卖老祖宗留下的家业维持生活，

⑥ 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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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威望和地位也很快就会败光。因此，有实力不一定有威望，但没有实

力，威望很容易变成昙花一现。在一些人看来，中国前几年提出的建立

“新型大国关系，”其一个含义是希望得到和美国相似的威望和地位。

对此，美国当然不太情愿，其对“新型大国关系”也不太积极。这其实

是两国在国际威望上的竞争。我们认为，今后中美之间战略竞争的焦点是

国际威望，军事和经济实力上的较量，其实是获得更多国际威望的一种手

段而已。

国际威望是什么？这是一种不需要使用武力就能让其他国家信服的力

量。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概念上，国际威望可以说是一种软实力。⑦ 它

不等同于硬实力，即军事和经济实力。如果非要用硬实力来争夺，往往适

得其反。在中国传统语境下，威望又相当于王道，区别于以实力为基础的

霸道。一个国家如果以霸道称雄天下，其统治手段是强权打压。反之，王

道统治强调的是“以德服人”。⑧

过去几年，中国为提升国际威望或者是软实力，投入了不少资源，但

效果似乎不是十分明显。国际关系理论领域“软实力”概念的发明人约瑟

夫·奈曾经指出，中国不懂如何获得软实力。其实，没有多少国家真正懂

得什么是“软实力”。如果一个国家想通过制定所谓的战略和政策，依靠

经济和军事手段来增强其“软实力”，往往说明这个国家的“软实力”正

在流失。威望和软实力都是建构主义的概念，用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物

质手段无法获得和增强。威望和软实力都是一种相互主观的概念或者过

程 （inter-subjective concept/process）。换句话说，威望不是单靠自己的努

力就能实现的，它需要对方的认同和接受。在国际关系中， 每个国家都

是自助的行为体，国际体系又是无政府状态。大家都从骨子里不服对方，

这是太正常不过的国际常态了。所以，国际威望是需要其他国家自愿地给

予认同、接受并从心里服气，这在国际关系领域，不是轻易能获得的。

那么如何能树立威望，让其他国家尊重和服气呢？在传统的国际关系

理论方面，吉尔平提出，战争的胜利是一个国家树立威望的必要手段。的

⑦ Joseph S. Nye，Jr. 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Public af⁃
fairs，2004）.

⑧ Xuetong Yan，Ancient Chinese Thought，Modern Chinese Power（Princeton：Princeton Uni⁃
versity Press，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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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美国现在的霸权和国际威望，都是其二战胜利的果实。但我们认为，

战争并不是唯一的手段。在和平时期，一个国家也可以树立威望，但这个

国家需要做出其他国家想做却做不了的事情。这样，其他国家才能服气，

从而树立起国际威望。那么，什么事情是国际社会上国家间最想，但却是

最难的事情呢？那就是国家间的合作。

我们认为，在和平时期，一个国家威望的树立和提升往往是通过促进

国际合作来实现的。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国家间的合作面临两个

难题。一是相互欺骗，二是合作收益上的差异性。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体

现的就是国家间合作的艰难。如何解决这个国家间合作的难题，国际关系

理论提出，可以利用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来缓解国家间合作中的不信任和

收益不均的问题。⑨ 但是，无论国际机制还是国际组织，都需要有某个国

家起到领导作用，这就是国际领导权的重要性。我国想要树立国际威望就

要在国际合作中起到领导的作用，通过促进国际合作，解决国际难题，做

到其他国家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这样，才能得到其他国家的信服和尊

重。这就是软实力，也就是树立起国际威望的基础。

中美关系和国际领导权“共享”

下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国际领导权？如何能得到国际领导权？著名

国际关系学者奥然·杨提出，国际领导权可以分三种：结构性领导权

（structural leadership），组织性 （企业家精神） 领导权 （entrepreneurship
leadership） ，和知识性领导权 （intellectual leadership）。⑩ 结构性领导权

是实力决定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决定了这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

的结构性地位，从而决定了结构性领导权。现在学者讨论的实力转移和中

美的结构性竞争，大多是指这种结构性领导权。组织性领导权是一种组织

能力和实干精神的体现。所以也叫企业家精神领导权。第三种是知识性领

导权。通俗点说，就是出主意、想办法、出点子。

⑨ Robert Axelrod and Robert O. Keohane，“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s，”World politics 38，no. 1（1985）：226-254.

⑩ Oran R. Young，“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regime formation：on the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5，no. 3（1991）：28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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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实现国际合作，至少要具备这三种领导权中的两种。结构性领导

有助于缓解相互欺骗和不均衡收益问题，让不同的国家能坐在一起谈。组

织领导权是针对解决国家间谈判过程中的讨价还价问题。知识性领导权是

负责出主意的，能促进国家之间寻找共同利益。这三种领导权对国际合作

都很重要。

一战之后，如果用国民生产总值衡量，美国实力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也就具备了结构性领导权。但是，由于组织性领导权和知识性领导权的缺

失，美国并没有树立起国际威望和霸权。有些学者认为，美国霸权的缺

失，以及国际合作停滞不前，是造成 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重要原因。而

大萧条直接导致了二战的爆发。这就是所谓的“金德尔伯格陷阱”（The
Kindleberger Trap）。 二战后，美国吸取了教训，充分利用其结构性领导

权、组织性领导权和知识性领导权， 构建起了布雷顿森林 （Bretton
Woods） 霸权体系，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等重要国际机制和组

织，从而树立国际霸权威望。

今后，中美之间的威望之争，将表现为国际领导权之间的竞争。结构

性领导权不用多说，它由实力对比决定。但美国的经历表明，仅仅靠结构

性领导权，不能促进有效的国际合作和树立国际威望。中国在增强实力的

同时，也要注意组织性领导权和知识性领导权的方面。培养具备国际视野

的人才，是一个国家取得组织性领导权和知识性领导权的关键。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成功的背后有很多因素，但有一个关键原因是行长金立群和

他领导的团队对组织性领导权和知识性领导权的使用。这与他们在亚洲开

发银行及其他国际组织中培养的国际视野和国际谈判技巧分不开的。

不能简单的用零和竞争的逻辑来分析中美之间对国际领导权的竞争。

通过对国际领导权的细化分析，我们知道，国际领导权不仅仅是结构性实

力所决定的。现在流行“共享经济”。共享经济的逻辑也可以用于中美之

间。中美可以通过共享不同形式的国际领导权，以实现国际合作和双方共

赢。换句话说，国际威望是可以共享的。当然，这些想法仅仅是理论上的

推论。现实中，中美的战略竞争和外交政策的制定都受到很多非理性的因

素所影响。目前，美国实力还强于中国，所以是否分享领导权和国际威

 Joseph S. Nye，“The Kindleberger Trap，”Project Syndicate，Jan 9，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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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对华政策，而不是中国的一厢情愿。

但是，中国不能总是在中美之间的竞争中处于被动和应付的地位。我

们认为，中国应在逐步提升结构性领导权的同时，着重发展组织性领导权

和知识性领导权。俗话说得好，一个好汉三人帮。没有其他国家的支持和

追随，没有一个国家能树立起国际威望。所以，要想处理好中美关系，中

国就不能仅仅着眼于经营中美关系。中国应该积极通过多边主义， 促成

一些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国家间合作，这样，才能让其他国家信服。只有其

他国家信服了，美国才能主动承认中国的威望并与中国分享国际领导权。

“一带一路”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目前为止，很多合作似乎主要还是

在双边合作的架构中进行，导致部分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意图

产生质疑。如果，中国能适度提升多边主义在“一带一路”项目中的比

重，这将有助于中国树立国际威望。当然， 我们只是从学理的角度， 分

析中美关系的长期走向。具体在外交领域如何操作，还需谨慎分析，大胆

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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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宣称，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将按

照未来 30年“两步走”战略安排，朝着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目标迈进。未来一个时期，中美关系能否实现稳定健康发展，对于我国国

际战略环境具有决定性影响。从近期看，特朗普政府坚持“美国优先”施

政路线，将中国作为“对手”，强调与中国有力竞争，信奉“以实力求和

平”，中美关系面临较为严峻的考验。从中长期看，中美关系还面临“经

贸脱钩”、“印太博弈”、“机制制衡”、“发展模式之争”等一系列重大问

题，美国国内战略界在强硬制华方面具有较大共识。

一、“竞争”与美国战略界的“中国观”

2017年 1月，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总统，他以“美国优先”为纲，大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美国因素及其应对策略研

究》（批准号：17CGJ027）的阶段性成果。

“竞争”与中美关系的当前态势

赵明昊

摘 要：特朗普政府大幅调整了美国内外政策，将中国定义为“修正

主义国家”和“对手”，这反映了美国战略界过去几年逐步形成的新的

“中国观”。未来几年，美国对华政策的竞争性、强硬性方面将更为突

出。中美关系中的“竞争”主要体现在：两国经贸关系从“压舱石”变为

博弈焦点，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关系趋于紧张，中美围绕国际机制、发

展模式的博弈日益突出，意识形态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正趋于上升。这

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形成了新的挑战。

关 键 词：中美关系；战略竞争；中国观；特朗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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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调整美国内外政策，呈现“经济民族主义”、“以实力保和平”等若干

取向，战略态势上总体有所回缩，政策手段上以获取实利为导向，以“不

确定性”为手段，信奉“以实力求和平”，对国际发展、全球治理等方面

的大国合作兴趣下降。这些变化影响了美国战略界的“中国观”，并对中

美关系带来新的、深层次的挑战。总的看，“竞争”已经基本成为主导美

国对华政策的基调，中美需要筹谋“竞争性共存”之道。

2017年 12月，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布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

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和“对手”（rival power），在经济关系、地

区角色、意识形态等方面对中国大加指摘。2018年 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

2014年以来首份《国防战略报告》，在涉及中国的表述方面与《国家安全

战略报告》保持一致。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和俄罗

斯是“修正主义强权”，“寻求建立一个与它们专制模式相符合的世界”，

虽然美国还将继续打击恐怖主义，但“大国竞争，而不是恐怖主义，现在

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注点”。美国国防部负责战略和部队部署的助理

部长帮办科尔比 （Elbridge Colby） 称，“这份战略报告代表着根本性转

变，其重点将是优先准备打仗，尤其是是为大国战争作准备。”科尔比还

称，俄罗斯与中国相比更倾向于使用军事力量，但俄罗斯的经济实力有

限，而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在崛起，中国正在推进具有深远影响的军事

现代化，“这对我们的利益极其有害”。①

应该说，特朗普政府在国家战略文件中明确将中国定义为“对手”，

这反映了美国战略界过去几年逐步形成的新的“中国观”。大致从 2008年

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日益感到中国国内出现一种有关“西方衰落、中国

崛起”的“必胜主义”情绪。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加之中美围绕南海争端、“亚太再平衡”等矛盾凸显，

这构成美国战略界“中国观”演变的第二个节点。② 第三个节点大致是在

2014-2015年间，美国国内智库围绕对华政策展开过去 50多年来“最为激

① Dan Lamothe，“Mattis Unveils New Strategy Focused on Russia and China，Takes Congress
to Task for Budget Impasse，”The Washington Post，January 19，2018.

② Aaron L. Friedberg，“The Debate Over U.S. China Strategy，”Survival 57，no.3，June- July
2015.

③ Harry Harding，“Has US China Policy Failed？”The Washington Quarterly，Fall 2015，pp.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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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辩论”，③ 有些人认为加速崛起的中国是美国的长期性威胁，是比俄

罗斯、“伊斯兰国”等更为有力的对手，他们主张美国政府加大对中国的

制衡力度，将整体对华政策向“遏制”方向回调。④ 很多美国战略界人士

认为，过去几十年旨在通过“接触”中国促进其实现“市场化+民主化”

的战略已经失败。甚至一向对华态度温和的前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

（James Steinberg）、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兰普顿 （David Lampton）
等人也认为美中关系到了“临界点”，存在恶化甚至是走向全面对抗的

危险。

过去 1-2年，美国战略界对中国的负面认知在上升，“中国强硬论”、

“中国取代美国论”、“中国另起炉灶论”、“中国政治渗透论”等消极论调

甚嚣尘上，要求对华采取强硬政策路线的声音日益增多。特朗普中国政策

顾问、国防部前官员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宣称中国长期对美国进行

“战略欺诈”，中国的真实战略意图就是削弱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并且

把美国赶出亚洲，美国需要加大对中国的压制。⑤ 2017年 3月，前助理国

务卿谢淑丽（Susan Shirk）等民主党背景的战略界人士也认为，奥巴马政

府对华政策“过软”，对中国的“反击”不力。⑥ 2017年 9月，美军参谋

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毫不掩饰地表示，到 2025年中国将成为美国的最

大威胁。⑦

美国战略界“中国观”出现消极变化，与美国自身战略取向的变化息

息相关。特朗普政府的核心施政理念是“美国优先”，这一理念实际上是

过去数十年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国内矛盾持续积累的产物，具有较强

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从美国国内看，随着宣扬“白人至上主义”的“另类

④ Robert A.Manning，“America’s China Consensus Implodes，”The National Interest，May
21，2015.

⑤ Michael Pillsbury，The Hundred-Year Marathon：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St. Martin’s Griffin，2016.

⑥ Susan Shirt，“Trump and China：Getting to Yes with Beijing，”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2017；Orville Schell and Susan Shirk，“US Policy toward China：Recommendations for a New Adminis⁃
tration，”Task Force Report of Asia Society，February 2017，http：//asiasociety.org/files/US- China_
Task_Force_Report_FINAL.pdf.

⑦ Ryan Browne，“Top US General：China Will be‘Greatest Threat’to US by 2025，”The
CNN，September 2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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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翼”（Alternative Right） 运动的兴起，美国国内的种族、阶层裂痕难以

弥合，特朗普以“反建制派”自居，共和、民主两党之争更趋激烈的同时

美国政党内部也在发生分化，美国的包容性民主体制面临前所未有的考

验。从美国外交看，特朗普政府展现从全球事务中不断“抽身”的态势，

具有以“经济民族主义”对抗全球化、以强调“主权”的双边方式取代多

边主义的倾向。此外，特朗普在对待美国同盟关系方面体现出“交易主

义”理念，将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承诺视为商品，要求美国的盟友和安全

伙伴增加“付费”并切实承担自身责任。他还信奉“以实力保和平”和

“强人”哲学，主张恢复美国的“军事荣耀”，更有力地巩固美国在军事

安全方面的主导地位，提升军事手段在对外政策中的地位。有观点认为，

特朗普正成为“后美国世纪”的揭幕者，过去 70 多年美国领导建立的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陷入危机。

在美国深度调整内外政策的同时，特朗普政府的“中国观”则更趋消

极。“抓经济、促增长”是特朗普施政的重中之重，2017年 12月公布的特

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明确强调“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

的观点。报告还称，中国对美国进行“经济侵略”。特朗普公然称，美国

正在面临一个全球竞争的“新时代”，而中国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对

手”。正如特朗普重要智囊班农所言，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关系集中体现

在经济领域。班农等人认为，中共十九大标志着中国正在走上争夺全球霸

权的道路，“儒家重商威权主义”正在击败西方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资本

主义模式；全球化的问题恰恰是中国造成的，中国早已对西方打响经济

战，通过输出过剩产能等方式摧毁西方国家的工业能力，导致美欧中产阶

层日益穷困。班农称，过去美欧的“全球主义”精英结成“达沃斯党”，

他们从中国的发展中得到大量利益，因此不愿对抗中国，而现在民粹主义

者已经觉醒，将从根本上改变面对中国时的软弱和被动。班农还号召，全

世界民粹主义者联合起来对抗中国。

虽然班农本人与特朗普及其家族的关系不睦，但强调与中国针锋相

对、不惧竞争的“班农主义”却将继续会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影响。未来

几年，美国对华政策的竞争性、强硬性料将更为突出，这主要是出于“战

略”、“政策”和“政治”三个层面的因素。首先，美国国内主张对华接

触合作的政治力量和战略界群体在缩减，经济界保持沉默或内心中倾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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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特朗普政府对华更为强硬。如前所述，2015年前后美国国内关于对

华政策的大辩论基本已经结束，“中国是美国首要的、全面的、全球性的

战略竞争者”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共识。其次，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团队日趋

完备，目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等机构负责处理对华事

务的中高级官员均已到位，而且这些官员中多是对华“强硬派”，特朗普

政府推进对华强硬政策的各种条件正不断具备。第三，美国国内政治的

“内斗”或会造成各种政治力量争相对华显示强硬立场的态势，虽然共

和、民主两党议员在诸多政策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强有力应对中国挑战

方面基本立场一致。2018年美国将迎来国会中期选举，“中国议题”难免

会成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工具。

二、“竞争”在中美关系中的主要体现

在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中，竞争应该说是一种常态。“竞争”与

“对抗”存在区别，“敌手”和“对手”也有不同。2017年中国GDP有望

超过 80万亿人民币（约合 12万亿美元）。这相当于美国GDP（18.5万亿）

的 65%。根据OECD等国际组织的预测，中国将在本世纪中叶超越美国成

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考虑到中国在军事、外交、文化等领域不断强化自

身能力，在两国综合实力差距缩小的背景下，中美之间的“竞争”进一步

上升应是难以避免的。特朗普政府的涉华政策表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美

关系新的现实，需要直面两国关系中的“竞争”，并设法对其进行管控，

避免从竞争转变为对抗。简要而言，中美关系中的“竞争”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第一，两国经贸关系从“压舱石”变为博弈焦点，美国希以“对

等”、“公平贸易”等为由对华加大施压。过去几十年来，中美在经济上

形成了一种高度的相互依存，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现如

今，中美双方对经济相互依存所带来的很多问题感到不满，甚至出现某种

程度上的“脱钩”倾向。⑧ 应该看到，“美国优先”及其所蕴含的“零和

博弈”思维，是特朗普执政给中美关系带来的最深层挑战之一。特朗普的

⑧ Stephen S. Roach，“China’s Wake-up Call from Washington，”Project Syndicate，October
21，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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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口号是“让美国重新伟大”，而在其看来，中国是让美国不再伟大的

关键因素。根据美方统计，2016年美国和中国的贸易逆差约为 3470亿美

元，占美国贸易逆差总额的 70%。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将中国描述为导致美

国经济陷入困境的“罪魁”之一，指责中国依靠“不公平贸易”使美国成

为输家。特朗普核心智囊彼得·纳瓦罗 （Peter Navarro） 甚至称，帮助中

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美国迄今犯下的最大错误，中国的崛起导致了“美

国的衰落”。⑨ 特朗普政府坚持以“对等”（reciprocity）为原则调整对华经

济政策，甚至不惜打“台湾牌”。

美方在经贸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华

贸易逆差仍然巨大，贸易不平衡问题突出；二是中国经济中的“政府干

预”问题不减反升，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等受到中国政府的大量补贴，进

而造成美国企业面临“不公平竞争”；三是中国方面对外企的强制技术转

移政策，以及盗取美国知识产权和商业窃密等问题；四是“不对等的开

放”问题，美国企业投资中国的相关产业仍面临很多阻碍。2017 年以

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强硬派”的政策影响力上升，其不惜通

过阻挠中美全面经济对话等方式加大对华施压，对发起针对中国的数个

“不公平贸易”调查，特朗普政府 2018年 1月已经开始对中国（和其他相

关国家） 采取贸易制裁措施，美方还可能会绕开WTO机制向中国施压。

在投资领域，美国多位重量级国会议员主张强化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

（CFIUS） 职能，进一步严密审查中国企业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包括考虑

以“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为由限制中国投资。将CFIUS的职权范围扩

大到美国的海外合资企业，防范中美合资企业威胁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

全。在技术创新领域进一步加大对中国的打压，包括对到美国学习科技、

工程等专业的中国留学生签证进行严格审查和限制，“减少非传统情报收

集者实施的经济盗窃”。⑩

第二，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关系趋于紧张，美国担心中国寻求“把

⑨ Melissa Chan，“Trump’s Top China Expert Isn’t a China Expert，”Foreign Policy，March
13，2017.

⑩ 关于美国国内对中国经济政策的不满和批评，参见Robert Atkinson，Nigel Cory，and Ste⁃
phen Ezell，“Stopping China’s Mercantilism：A Doctrine of Constructive，Alliance-Backed Confronta⁃
tion，”Information Technology & Innovation Foundation，March 2017，p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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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赶出亚太”，通过推进“印太”战略打造制衡中国的地缘架构。过去

几年来，美国持续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日益从“印度洋-太平洋”

这一新的地缘框架审视、修正和推进自己的亚太战略。美国的“重返”，

适逢中国从“地区大国”向“全球大国”、从“陆权国家”向“陆海强

国”跨越的过程之中，在亚太地区百年来首次出现中国和美国“短兵相

接”的态势。 未来数十年，考虑到亚太地区对美经济、安全等方面利益

的重要性，美国战略重心总体东移的态势难以改变。“亚太再平衡”的名

义虽然已被特朗普政府弃用，但其中部分政策内容会得以保留和延续。

特朗普政府还将在军事力量建设、在亚太地区扩展经济影响力等方面谋划

新的举措。尤其是，美国将在亚太地区加大军事存在，部署更多先进武

器，到 2020年美国 60%的海空军力将聚集在该地区。

美国仍在进一步巩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盟友关系，并力图将

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培育为新的安全伙伴，加大对海上安全问题的

介入，在“印度洋-太平洋”战略框架下构筑制衡中国的“联合阵线”，

推动“辏辐”同盟体系向“网络化安全体系”转换。特朗普政府将通过推

动“印太”战略，以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相结合的方式，加大对中国的制

衡。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防长马蒂斯等高官多次批评所谓“掠夺性经济”

以及不透明的基础设施投资，称“一带一路”会加重相关国家的债务负

担，损害其主权权益，影响地区安全。 “印太”战略虽然从概念上而言

 James Holmes，“China’s‘String of Pearls’：Naval Rivalry or Entente in the Indian Ocean？”
The World Politics Review，March 1，2016.

 Josh Rogin，“Trump Could Make Obama’s Pivot to Asia a Reality，”The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8，2017；Peter Jennings，‘Strengthening America’s Troubled Asian Alliances，’Asia Times，
21 December，2016.

 目前美国 60%的海军舰船，55%的陆军和三分之二的海军陆战队力量已部署到美军太平

洋司令部所辖区域，60%的空军装备也将很快部署到位，美军的最新式和最先进的武器平台也都

已被部署在亚太地区，参见 Remarks by Secretary Mattis at Shangri-La Dialogue，Press Operations，
Department of Defense，June 3，2017；Jim Garamone，“US Asia-Pacific Presence‘Healthy，Robust，
Valuable，’Dunford Says，”The DoD News，June 4，2017；James Kitfield，“Trump’s Generals Try to
Reassure Asian Allies，”The Yahoo News，June 6，2017.

 Remarks at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on“Defining Our Relationship with
India for the Next Century，”Rex Tillerson，October 18，2017，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re⁃
marks/2017/10/2749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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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无新意，但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借此“虚功实做”的影响

不容忽视。2017年 11月美日印澳四国外交部门的联合工作组会议已经召

开，日印还在联手实施“亚非增长走廊”计划。印度国家海洋基金会执行

主任、“印太”问题研究专家库拉纳（Gurpreet S. Khurana）甚至认为，“印

太”正成为引发新冷战的地缘政治概念。

第三，中美围绕国际机制、发展模式的博弈日益突出，美国担心“政

治上的中国崛起”，新一波“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近年

来，作为国际秩序基础，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世界

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治理机制却未能实现相应变革。在不少美

国战略界人士看来，中国正通过倡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等新机制，“另起炉灶”，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平行秩序”

（parallel order），推动中国版本的“全球化”。

此外，金融危机等带来的不仅仅是国家间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和发展

潜力的消长变化，它更是引发了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发展模式之争，美国人

士纷纷批评所谓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甚至出现“中国模式是美国的

意识形态威胁”这类论调。已故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Huntington）曾言，“对于美国来说，一个理想的敌人就是在意识形态上与

美国敌对，在种族和文化上与美国相异，在军事上有足够能力对美国的安

全构成实实在在的威胁”。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伦·弗里德伯格（Aaron
L. Friedberg） 认为，金融危机预示着“华盛顿共识”很快会被“北京共

识”所取代，随着美国模式在亚洲、非洲和其他地方失宠，美国按照自己

的价值观和偏好改造世界的能力也会消失。曾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弗朗

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称，“资本主义的美国版本即使没有完全

丧失信誉，至少也不再占据主导地位”。 在约瑟夫·奈（Joseph Nye）看

来，“中国所倡导的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会进一步在世界公

众中产生共鸣与影响力”，或将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效仿对象。

 Gurpreet S. Khurana，“Trump’s New Cold War Alliance in Asia is Dangerous，”The World
Post，November 14，2017.

 Samuel Huntington，Who Are We：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4，p.262.

 Nancy Birdsall and Francis Fukuyama，“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Development after
the Crisis，”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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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十九大之后，意识形态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正

趋于上升。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中国、俄罗斯等国利用网

络等手段加大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影响力，甚至对相关国家搞“颠

覆”。2017年 12月，美国国会举办题为“中国的长臂：输出中国特色的威

权”听证会，炒作中国通过外宣等方式获取政治影响力、控制敏感话题

等，要求加大甄别美国国内的“外国代理人”，限制中国对美国媒体、智

库、大学等机构的影响。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发布题为《锐实力》的报

告，称中国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渗透”。美国还推动澳大利亚、新西

兰、德国等国强化对中国政治和情报行为的调查，西方国家之间的联动态

势越发明显，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公然指责中国。美国国内出现的

新一波“中国威胁论”，将对中美关系的整体氛围尤其是推动中美人文交

流等造成消极影响。

 Ishaan Tharoor，“China’s‘Long Arm’of Influence Stretches Ever Further，”The Washington
Post，December 1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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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新世纪以来，中美政治安全

关系摇摆不定，既有竞争性的一面，又有合作性的一面，这种现象引发

国内学者对于中美合作 （竞争） 的性质和程度判断的极大兴趣。虽然每

位学者的观点与判断不乏道理，但因为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学术界因此

就出现了人言人殊的现象。本文拟在批判性回顾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提出中美关系中的“哈哈镜效应”，以从一个侧面加深我们对中美

关系复杂性的理解。

一、对既有研究的回顾

新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总体上承认中美两国处于合作和竞争

并存的状态，但是对于合作与竞争何者为主则看法不一，大体形成了三种

观点：竞合同等论、合作为主论、竞争为主论。

持竞合同等论的学者对中美关系没有明显倾向性的判断。他们认为中

中美关系中的“放大镜效应”

徐 进

摘 要：中美关系中既存在竞争，也存在合作，在战略层面或政治安

全层面是竞争为主，在其他层面有可能以合作为主，或者竞争与合作同时

存在。同时，中美关系中存在一种“放大镜效应”，将双方关系中的某些

正 （负） 面事件不同程度地放大，良 （恶） 化两国的政治气氛，进而影响

两国的决策层。这具体表现为首脑外交和南海争端的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被

放大。这样的放大效应会影响对中美关系性质的认识，可能对中美关系的

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关键词：中美关系；放大镜效应；首脑外交；南海问题

作者简介：徐 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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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关系十分复杂，摇摆不定，既斗争又合作，斗而不破，和而不同，在曲

折中发展。比如周荣就提出虽然小布什的强硬政策使中美关系遭受挫折。

但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美之间好也好不到成为真正意义的战略

伙伴，差也差不到全面对抗的程度。在此前提下，中美关系将呈现出既斗

争又合作、斗而不破、僵而复生、好好坏坏、起伏不定的状态。”① 邵峰

也认为“中美关系始终沿着非敌非友、斗而不破、和而不同的中轴上下波

动，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这种规律性的波动，在可预

期的时间内，仍然会继续下去。”②

持合作为主论的学者承认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但认为合作才是中美关

系的主要发展方向，虽然中美两国在某些问题或领域上存在竞争甚至冲

突。然而这部分学者对于两国合作程度的判断也存在一些差异，有一部分

学者十分乐观，比如傅梦孜提出“未来中美之间有竞争，但合作仍是主

流。”③ 沈大伟认为 2001年～2003年是中美关系自 1989年以来最好的一段

时期。④ 还有人认为“中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家间的关系不再是

‘非敌即友’的模式……未来的中美关系应当是以互补互利、合作共赢为

基本特征，而不是传统的以对抗为基础、寻求力量均势互相制衡的零和游

戏。”⑤

另一部分学者则持相对谨慎的观点，认为中美两国有积极发展的趋

势，双方存在较大的合作可能性和空间，但不能无视两国之间程度起伏

的竞争。比如，王辑思提出 2005年以来，中美关系“进入了历史上最成

熟的时期，已经逐渐脱离了‘非敌即友’的简单逻辑，成为一种既相互

防范又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⑥ 杨洁勉和夏立平就认为，两国关系目前

处于比较好的时期，未来亦将以合作为主，但仍会受到某些关键问题的

① 沈大伟：《中美战略关系：从伙伴到竞争对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 年第 2 期，

第 51 页。

② 邵峰：《从三个层面分析和把握中美关系的发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 11期，

第 1页。

③ 傅梦孜：《面向新世纪的中美关系：竞争与合作中求双赢》，载《现代国际关系》2000年第 2
期，第 93页。

④ 沈大伟：《美中关系的新稳定：原因与结果》，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0期，第44页。

⑤ 黄英：《中美关系：超越传统模式与思维》，载《国际安全研究》2005年第 3期，第 25-28页。

⑥ 王缉思，《浅论中美关系的大环境和发展趋势》，载《美国研究》2006年第 1期，第 89页。

中美关系中的“放大镜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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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⑦

持竞争为主论的学者认为，中美存在战略竞争关系，双方缺乏战略互

信，在关键领域存在利益冲突。随着中国崛起和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以

及美国对华战略与政策的调整，两国关系的竞争面会不断增强，冲突的可

能性加大。比如，袁鹏提出中美不是战略伙伴关系，而“是在全球化新时

代中不同国力发展阶段的两国之间所形成的一种不对称性的而非全面性

的、具合作潜力而非冲突本质的新型战略竞争关系。”⑧ 阎学通用“假朋

友”理论，说明中美关系的冲突性大于合作性，双方的竞争正在成为双边

关系的主要方面。⑨ 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还指出，中美之间因战略目标不同

导致的结构性矛盾的深化使双方关系对立为主的性质难以改变，美国将持

续在安全领域对中美施压，但中美两国仍有机会发展消极安全合作。⑩

二、放大镜效应

本文认为，中美关系在战略层面，或者说在政治安全层面是为竞争为

主，在其他层面有可能以合作为主，或者竞争与合作同时存在。但是，

中美关系中可能存在一种“放大镜效应”，将双方关系中的某些正

（负） 面事件不同程度地放大，良 （恶） 化两国的政治气氛，并直接或

间接地影响两国的决策层。这种“放大镜效应”产生于国际环境对中美

关系的影响。

根据“放大镜效应”，如果两国互动行为的性质与国际环境的性质相

符，那么两国决策者将放大对这一行为的正面认知。如果两国互动行为的

性质与国际环境的性质相悖，那么两国决策者将放大对这一行为的负面认

知。比如，冷战时期的国际环境是以竞争为主，西德人帮助东德人逃往西

德的行为符合国际环境的性质，因此这类行为得到西方国家的称赞与支

⑦ 杨洁勉：《布什第二任期的全球战略和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美国研究》2005年第 1期，

第 7-19页；夏立平：《论 21世纪初的中美关系——非对称性相互依存》，载《美国问题研究》2005年

第 12期，第 3-10页。

⑧ 袁鹏：《当前中美关系性质刍议》，载《现代国际关系》2000年第 9期，第 5页。

⑨ 阎学通：《对中美关系不稳定性的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2期，第4-30页。

⑩ 阎学通：《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分析与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2期，第5-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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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而并不担心这会更加恶化东西方关系，并加剧国际环境的竞争性。

1955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向苏联提出了相互“开放天空”设想，即

北约和华约集团成员国均开放各自领空，允许对方非武装飞机进入己方境

内进行侦察监视，以确保双方对等执行核裁军协定。“开放天空”是一个

促进美苏军控合作的设想，但它与当时的国际环境性质明显不符，苏联领

导人赫鲁晓夫将其斥之为“赤裸裸的谍报阴谋”而断然加以拒绝。

冲突与合作是国际环境的两种基本性质。当某一时段国际社会的冲突

事件或者合作事件逐渐增多时，国际环境的性质也会随之发生转变。比如

从 1945年冷战开始至今，国际环境的性质经历了从冲突为主向合作为主

的转变过程。又比如在 2010年前，西亚北非的区域环境总体上以合作为

主，但此后就进入一个激烈冲突的时期。总体而言，自新世纪以来，从时

代主题、良性的国际权力结构、国际规则的加强等三方面来看，国际环境

的性质是以合作为主。

就时代主题而言，我们处于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爆发世界大战的

风险很低，虽然恐怖主义、局部冲突依然存在，但国家间战争与冲突的频

率与烈度不高。没有主权国家被兼并或消灭，表明了主权国家体系具有较

强的稳定性，国家间的最基本安全能够得到保障。另外，在前几个世纪，

对国际环境性质影响最大的是大国之间的战争。而进入 21世纪以来，大

国之间不仅没有发生过战争，而且在很多问题上相互合作，以共同应对新

的安全问题，大国无战争现象似乎已经定型。 这在很大程度上对国际环

境的合作性起到强有力的塑造作用。

就良性的国际权力结构而言，近年来相对弱化的“一超多强”格局基

本上是一种良性的权力结构。相对弱化的“一超多强”格局是指美国的一

超地位仍然保持，但其相对实力优势正在缩小；多强正在分化，中国快速

崛起，中美实力差距在缩小，而中国与其他强国的实力差距在拉大。相对

 有意思的是，1992年由欧安组织 27个成员国签署了《开放天空条约》。条约规定，签约国

之间可以对对方领土进行非武装方式的空中侦察，以检查其执行国际武器控制条约的情况，增强

军事透明度，避免由于猜忌而造成的紧张。俄罗斯于 2001年 5月批准了该条约。

 杨原：《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

6期，第 5-32页；杨原、曹玮：《大国无战争、功能分异与两极体系下的大国共治》，载《世界经济与

政治》，2015年第 8期，第 29-65页；杨原：《武力胁迫还是利益交换？——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提

高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路径》，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 4期，第 96-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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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标准的多极结构，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仍然在某种程度上承担起维护世界

秩序的责任；相对于标准的单极结构，国际体系中又存在一些能够制衡超

级大国的力量，以防止超级大国一意孤行；相对于两极结构，世界走上毁

灭性对抗的可能性很小。这样一种良性的国际权力结构能够在很大程度上

避免世界走向持续冲突的道路，进而营造出有利于合作的国际环境。

就国际规则的加强而言，以联合国为核心的诸多国际组织在维护世界

和平、促进国际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70多年来，国际规则的数量

和质量不断提高，国际制度的建设也更加完善，我们所处于的世界不断由

“丛林世界”向“规则世界”演变。 当各国越来越多地根据国际规则、

在国际制度平台上进行合作与竞争时，国家间的暴力冲突就会在某种程度

上得到遏制，国际合作的机会、程度与效力就会得以增强。

三、被放大的首脑外交效应

首脑外交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一种主要外交形式。首脑外交是指

“指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最高政府领导人或者国际组织的最高代表为了

推动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的顺利实施，服务国家利益，直接参与或者委派

代表实施的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外交活动，包括通过信件、电报、热线电话

等与其他国家领导人进行通讯，任命特使，互访和多边会晤，参加最高级

会议，发表外交宣言和声明等等。” 首脑外交适应了科技发展和全球化

的趋势，能够提高外交事务的效率，把握国家交往的方向，促进双方的进

一步合作，避免双方走向全面对抗的道路。因此，学术界对于首脑外交所

带来的影响则多持肯定态度。

新世纪以来，中美首脑外交的频率较高。根据笔者粗略统计，中美元

首互访、利用第三方会议平台进行会谈以及互通热线电话近百次，平均每

年大概互动 5~7次。中美首脑外交涉及的议题广泛，包括涉及两国的各类

 李巍：《国际秩序转型与现实制度主义理论的生成》，载《外交评论》2016 年第 1 期，第

31-59页。

 赵可金：《首脑外交及其未来趋势》，载《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 12期，第 54页。

 几种关于首脑外交的定义基本上一致，但是在范围和对象侧重点上存在差异。对这一问

题的论述参见赵可金：《首脑外交及其未来趋势》，第 5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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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问题以及有关世界政治的重大问题。中美首脑外交日趋机制化、常态

化，比如，双方建立了首脑热线电话，以便两国领导人能够就重大国际事

件及时沟通。可以说，首脑外交是一种高度合作性的外交行为，符合当前

国际环境的性质。因此，双方、特别是中方高度重视首脑外交工作。这虽

然有利于两国的国家利益，但是也会放大首脑外交带来的合作效应。

以首脑外交中最重要的元首互访为例。每次元首互访当然会有丰硕

的成果，必定促进双边关系的改善或发展，中国的媒体甚至每次都会称

赞中美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或者断言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

阶段，但实际上元首互访带来的合作效应有多大，持续时间有多长则值得

思考。

根据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大国关系定量衡量”数据库，我们可

以发现，元首互访其实无法使中美关系出现持续稳定的改善趋势，这个现

象从 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就出现了。1997年 10月，江泽民主席访美，此

前三个月中美关系持续上升，但 11 月关系分值即下降 0.1 （从 2.2 降为

2.1）。1998年 6月，克林顿总统访华，中美关系当年前 9个月均处于上升

态势，但随后又转为下滑，从 1998年 9月的 3.3降为 1999年 3月 1.9。2009
年 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当月中美关系分值从 1.2升至 1.6，12月

又升至 1.7，但次年前三个月，关系分值却连续下跌至 0.8。胡锦涛主席于

2011年 1月访问美国，中美关系分值从 2010年 12月的 1.7上升至 2.0，这

一分值保持到 4月，5月份双边关系分值上升至 2.1，并保持到 8月，9月

时下降至 1.8。 2017年是中美元首外交史上比较独特的一年，因为双方

元首在一年内实现了互访。2017年 4月，习近平主席访美并与美国总统特

朗普举行了海湖庄园会晤。当月中美关系分值上升 0.2，但上升势头当月

而止，5月双边关系即猛降至-1.4。11月，特朗普总统访华，当月中美关

系的分值从-1.7上升至-1.3，但 12月时分值即下降至-1.6，即这次首脑外

交的正面效应只持续了一个月。

近 20年的首脑外交的确为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发展做出就有的贡献，

但这一与国际环境性质相符的高度合作性行为有被人为拔高之嫌。首脑外

交对中美关系的拉抬效应是短期的，最长仅能持续8个月。这表明，从中长

 http：//www.imir.tsinghua.edu.cn/publish/iis/7522/2012/20120415183809561499053/2012041518
3809561499053_. html

中美关系中的“放大镜效应” □

-- 61



《战略决策研究》2018年 第2期

期来看，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因素是多元的，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是很强的。

四、被放大的中美南海争端效应

近几年来，南海问题持续升温，中美两国在此问题上立场相左，矛盾

冲突不断。美国不满于中国的岛礁建设力度和对南海岛礁加强控制的行

为，声称中国此举正在破坏地区力量平衡，而且违反国际法。中国不满于

美国这个与南海问题无关的第三方公开介入，尤其反感美方鼓吹的所谓

“南海航行自由”原则，以及不断派军舰和飞机进入我南海有关岛礁附近

海域，执行所谓的“航行自由计划”（FONOP）。中美两国官方和媒体对

对方的行为均大加鞭挞，称这是对南海和平与稳定局势的最大威胁。由

此，南海问题一时间似乎成为破坏中美关系合作气氛的最主要问题。

但仔细观察中美关系的分值，我们又会发现，沸沸扬扬的中美南海战

略竞争对双边关系的负向拉动作用其实不大，持续效应也不长。从 2015
年 10月至今，美国军舰在中国实际控制的南海岛礁及附近海域大概进行

了数次“航行自由行动”。第一次行动是 2015年 10月美国军舰进入我南沙

渚碧礁海域，中国副外长张业遂向美方提出了强烈抗议和严正交涉，海军

司令员吴胜利与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德森通过国防部直通电话进行视频

通话，向美方表达严正立场。这一事件在当月中美关系中最严重的负面事

件，负向分值达到-0.6分，但未能拉动中美关系下滑，中美关系当月分值

为 1.8分，与上月持平，11月甚至升至 1.9分。2016年 1月下旬，美国军舰

进入我西沙中建岛 12海里海域。中国外交部于 2月做出了较强烈的反应，

表示坚决反对。外交部发言人还多次反驳美方对中国在南海岛礁部署导弹

和雷达设施的批评。当月，中美关系的负向分值为-2.3，而有关南海争端

的负向分值为-1.4，2016年 2月的中美关系比上月下降 0.2分，可以说南

海争端是导致当月中美关系下滑的主要原因。2016年 5月 10日，美国军

舰进入中国永暑礁附近海域。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发言人均表示坚决反

对，当时，外交部发言人还数次驳斥美方高级官员对中国加大南海岛礁控

制力度的批评。当月，中美关系负向分值为-2.8，而有关南海争端的负向

分值为-0.9，中美关系比上月下降 0.3。而 6月中美关系的分值与 5月持

平，表明本次事件的影响基本到此为止。2016年 10月 21日，美国军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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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我西沙中建岛和永兴岛附近海域。外交部发言人对此予以坚决反对和强

烈谴责。当月，中美关系的负向分值为-1.2，而有关南海争端的负向分值

为-0.4，当月中美关系分值下降 0.1，而次月又回升 0.3，表明美方这次行

动的负向拉动作用和持续时间都很短。2017年 5月，美国军舰两次进入我

南沙岛礁附近海域，由此导致的负向分值为-0.8分，而当月的全部负向分

值为-3.4分，前者占比不到四分之一。虽然当月中美关系分值下降 0.5，
但主要不是由美舰行动导致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美通过开启“庄园会晤”、“瀛台夜话”、“白宫秋

叙”、“海湖庄园会”、“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中美陆军首次机制

性对话”等交流合作机制，不断推动中美关系牢牢抓住共同利益，有效管

理矛盾分歧，促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进展和突破。在构建中美新

型大国关系的框架下，两国在加强高层沟通和交往、增进战略互信、深化

各领域务实合作、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促进人文交往、加强在国际地区

热点及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等重点方向达成了重要的共识和合作成果，并

且通过一系列具体外交行动，推进了中美双边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惠

及了两国人民。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中国大国外交的重要领域，为

中国破解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的历史困局，维护大国关系稳定和世界的和

平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中美关系取得历史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中美关系本身

的复杂性以及国际环境性质的合力会对其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一方面，

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使其可以塑造国际环境的性质，而国际环境的性质又对

中美关系带来一定的影响。本文试图指出，国际环境可以对中美之间的合

作性与竞争性互动行为产生放大效应，这种放大效应会直接或间接作用于

两国的决策者、观察家、社会乃至民众，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模糊对中美关

系性质以及合作 （竞争） 程度的认知，这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其实是不利

的。当然，本文也存在两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一是如何判断有的事

件效应是被夸大的，有的没被夸大。二是如何准确判断中美政治安全关系

的性质及其合作 （竞争） 程度，而不是仅凭一两件重大事件来给出一种

“印象式”的判断，则可能需要研究者利用数据库，运用科学研究方法来

进行定量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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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全

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中国同时强调，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和地位没有改

变，中国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

者”。①

中国要推动构建新型国家关系，这意味着中国要求对现行国际关系及

其规范进行改革，而要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则意味着中国不打算颠覆现

有的国际秩序。因此，在国际关系格局和国际体系发生深刻变化的当前，

中国的实际要求应该是在维持国际体系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就国际规范进

行调整，以便更能反映发展中国家的立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这

一过程中，中国如何向外部世界传达中国希望改革现有国际体系及其规

中美博弈背景下中国如何推行全方位外交

叶海林

摘 要：在崛起过程中，中国如何向外部世界传达中国希望改革现有

国际体系及其规范，但又不对国际体系造成根本性或者颠覆性的冲击，是

中国立体化外交布局面临的关键问题。在这个过程中，除了需要有效处理

中美关系外，中国还需对体系内的其他国家执行差异化和有针对性的政

策。对美国的坚定盟国、在现有体系中属于追随者但不是维护者，以及对

现有体系有强烈改革需求的国家实行不同的政策，实行有针对性的全方位

外交。

关键词：中美博弈；全方位外交；国际体系；差别策略

作者简介：叶海林，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南亚研究

中心主任、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

① 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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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但又不对国际体系造成根本性或者颠覆性的冲击，这就成为中国立体

化外交布局所面临的关键问题。

中国能不能“说服”美国相信中国的崛起不会动摇美国主导的国际体

系，不会颠覆现有的国际秩序，不会创造新的国际规范，这就成为中国外

交要努力要完成的第一个基本任务。与此同时，鉴于中国还希望“发挥负

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

力量”，② 中国又需要提高自身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增加对国际事务的

话语权和参与度、以大国姿态参与全球治理、应对国际挑战，中国能否满

足相当其他国家对中国发展所带来的正面溢出效应的期待，并消除他们对

负面作用的忧虑，则成为中国实现和平崛起所必须完成的另一个任务。这

两个任务当中，更可能完成的，也是对中国崛起更可能产生长期作用的是

第二个任务。

被美国看成是建设性力量是很难实现的，除非中国在双边以及国际事

务上完全服从美国的战略需求，否则美国总会将中国当作战略威胁。而全

面服从美国的战略需求以保证美国继续允许中国接入国际市场，这一策略

对中国而言，已经既因为美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将中国定性为挑战者而不具

有可行性，也因为中国的经济继续增长主要依靠对世界其他市场的开发而

不是对美国的依赖而不复有必要性。未来中国和美国的博弈将主要表现在

中国如何在美国的压力下，实现中国外交的第二个主要任务。

中国的全方位外交，除了对美外交以外，还要处理与国际体系内不同

国家的关系，尤其是与对现行体系有较强烈变革需求的国家之间的关系。

这是因为对现行体系感到舒适不愿意改变的另外那些国家，在对待中国的

态度上，必然和体系的主导国家更加接近。没有任何国家会在对现行体系

感到舒适的情况下，还希望有新的世界大国出现，从而给国际体系带来更

大的不确定性。对于这部分国家，中国的崛起，本身就意味着新问题和新

挑战，是注定不会受到欢迎的。由于在和体系主导国家的利益关系远近，

以及主导国家对他们的控制能力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国家或者愿意在美国

的领导下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对崛起国进行平衡，或者把希望寄托在美国维

护国际体系稳定性的能力上。但无论如何，如果美国作为主导国家对中国

② 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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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的性质以及状态表示认可，他们也会承认中国崛起的现实。因此，与

这些国家的关系，实际上决定于中美互动。他们与中国的关系，是作为中

国与美国关系的因变量而发挥作用的。中国对他们的外交，可以并且应该

服从于中国与美国的外交。

对这一类国家进行细分，按照与美国的关系距离远近不同，首先是包

括美国的坚定盟友，如日本和“五只眼”的其他成员。他们即使在对华关

系的某些问题上有一定的独立性和灵活性，比如英国对亚投行的态度，以

及澳大利亚对中美贸易战的忧虑，但从整体对外战略来说，他们不可能在

中美发生冲突的时候选择中立甚至站在中国这一边。这是中国无论如何都

做不到的。不仅如此，考虑到美国对他们有更强的控制能力，以及这些国

家在现行体系下由于追随美国享有了更大的特权，他们将有更坚决的意志

去追随美国共同遏制中国。风行一时的很大程度上针对中国的“印太”概

念中的日本和澳大利亚就属于这一类型。倘若中国希望尝试将这些国家从

美国的身边拉离，所付出的代价不但非常高昂，且会在中美关系破裂的时

候增强美国联盟体系的力量，使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对中国更加不利。

当然，任何国际体系都不是所有的体系追随者均为主导国家的坚定盟

友和体系的积极维护者。任何一个稳定的国际体系，大多数国家总是处在

相对边缘的位置，希望从体系获得最基本的利益，主要体现在享受公共产

品方面。这些属于追随者但不是维护者的国家，对中国崛起抱有何种态

度，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能给他们带来原有国际体系

所不能提供的额外好处；第二则是中国崛起导致中美冲突从而造成国际体

系崩坏的风险程度。前一个因素，中国可以施加影响；后一个因素取决于

中美互动。前一个因素，主要是基于收益预期的，而后一个因素，则体现

的是在国家对外行为往往更起作用的避险心理。他们愿意获得来自中国的

好处，但显然达不到为了获取这种好处而宁愿国际体系崩塌的程度。

尽管如此，中国还是要看到，这些国家毕竟与美国的核心盟友不同，

如果美国无力遏制中国崛起，或者中国在更有利的区域内化解了美国的压

力，甚至将美国排斥出相关区域，该区域的国家也会随即改变策略，主动

实现与中国的接近。概言之，这些国家对中美互动的态度，具有很强的押

宝性质。他们只会在形势明朗的情况下，选择中美博弈当中的优胜一方，

考虑到这些国家与中美两国的利益相关度都比较有限，这种选择是绝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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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在中美博弈的僵持阶段的。他们态度的转变只可能发生在中国已经在

某一区域内取得针对美国的明显且几乎不可逆的优势之后。他们可能的态

度转变，只是锦上添花，绝不会是雪中送炭，更不可能是拔刀相助。因

此，中国不需要针对这些国家制定旨在争取他们相对于美国更倾向于中

国的策略。中国现阶段对这些国家的投入，不应该以和美国竞争对这些

国家的影响力为企图，也不应该超越正常的经济学投资回报计量标准。中

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提升，以及相应地，这些国家对中国认可度的增

强，应该是中国实力和能力不断上升的客观结果和自然延伸，而不应该建

立在人为刺激的战略、倡议以及违背市场原则的项目基础上。

对国际体系有较强烈变革需求的国家，应该成为中国推行有中国特色

大国外交的优先对象。这些国家更有可能与中国共同携手，建立国际政治

经济新秩序，实现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

不过，对于这些国家，中国同样需要在看到他们共性的同时，进行有

针对性的分类。一些国家对国际体系怀有强烈的变革需求，原因并不尽相

同。有些国家希望变革体系，是因为他们受到了美国的敌视，他们是现行

体系的敌对者。而有些国家是因为对现行体系感到失望，认为在现行体系

下无法实现自身的发展目标，他们是现行体系的失意者。还有一些国家，

则和中国类似，是在现行体系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快速发展，具有崛起希望

的国家，他们同样希望改革体系，但出发点是希望体系承认他们已经发生

变化的国际地位，他们对体系的态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对于体系的敌对者，中国应该承认这些国家与中国关系的两面性。一

方面，他们有可能是中国抵御美国压力的合作伙伴，或者在中国的战略侧

翼提供掩护，或者消耗美国的资源，从而疏解中国的压力，而另一方面，

与这些国家的合作也可能给中国带来卷入和美国冲突的战略风险。中国与

这些国家的互动如何有助于化解美国对中国施加的压力，应该成为中国的

主要策略目的。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应该仅仅设想利用他们与美国的矛

盾，让这些国家在中国崛起的道路上起分散美国注意力的作用。中国已经

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唯一有可能在经济上颠覆美国主导的全球秩

序的国家。美国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再被其他国家偏移战略重点。中国寄希

望于部分国家冲在与美国对抗的第一线，而自己继续和美国保持战略和解

是非常困难的。至于说在这些国家和美国对抗时，中国选择与美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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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配合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压制甚至打击，就只能用荒谬来形容了。

中国应该不以是否与美国存在竞争和敌对关系作为投入战略资源与否

的标准，不重复“敌人支持的，我们都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都支持”

这种绝对化的思维定势。积极寻求和那些有能力制衡美国且和中国本身不

存在结构性矛盾的国家的合作，投入战略资源、信守合作承诺、维护战略

默契，坚决防止为了换取中美关系的稳定而损害中国与那些能够制衡美国

的国家合作关系的想法。即使是对那些其政策和路线并不符合中国利益的

国家，中国也应该根据自身的利益诉求制定相关政策，保持战略自主和策

略独立，而不能试图通过牺牲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来换取中美关系的改善

或者稳定。概言之，在中国与美国体系的敌对者的互动中，中国应该坚持

以自身利益为衡量标准，而不是以这种关系与中美关系相互作用的可能结

果为预期目标，其指导政策实践。

一个明显案例是中美朝之间的互动。中国看待朝鲜核问题存在两个视

角。一是防扩散视角，着眼于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的稳定，也是为了维

护中美关系的稳定。这符合中国做国际体系维护者的自我定位。而另一个

视角则是地缘政治视角，着眼于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避免中国周

边地区出现大规模军事冲突，影响中国国家安全。这两个视角引申出了中

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两个政策目标，既无核化和不生战不生乱。中国希望

通过这两个目标实现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的平衡，尽管这种平衡非常困

难，然而只要这种平衡能够继续，还是符合中国利益的。随着朝鲜半岛局

势的复杂化，主要是朝美互动的复杂化，中国维持外交平衡的难度越来越

大，有可能面临不得已的战略选择。那么，中国是否应该像一些学者所建

立的那样，准备接受甚至配合美国可能的对朝军事打击呢？应该看到，这

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策略选择，其用来换取中美关系稳定的代价将是中国周

边安全利益的重大损失以及地区影响力的严重下滑。而美国并不会为其在

朝鲜半岛的冒险政策支付代价，由此产生的全部消极后果都将由本地区国

家特别是中国和韩国来承担。这显然是不符合中国利益的。中国和朝鲜之

间存在的问题，应该在中朝双边框架下解决，无论如何，中国不能试图用

中朝关系交换中美关系。这种过度关联是不可取的。

在中美巴三角关系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美国要求中国配合美国对

巴基斯坦施压，要求巴基斯坦加大反恐力度。随着中巴经济走廊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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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巴基斯坦反恐问题上关切度不断提高。中国应该加强与巴基斯坦的

反恐合作，敦促巴基斯坦在反恐问题上采取更坚决的态度。但是，这绝不

意味着中国应该放弃在国际舞台上支持巴基斯坦、为巴基斯坦辩护的政

策。否则，战略可信度下降的中国将更难借助其他国家应对来自美国的压

力。在处理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存在敌对关系的国家的相关问题上，中

国尤其要避免对外传递所谓中美合作解决地区热点难点问题的信号。这种

信号对中国提升国际地位增大影响力没有任何好处。

还有一些国家在国际体系中过于边缘，美国虽然排斥和敌对他们，但

并没有投入值得重视的战略资源，这些国家，中国对他们的支持，既无法

形成对美国的牵制，也无法增大中国的战略空间。对于这类国家，除非基

于建立示范效应的需求，否则中国没有必要进行具有倾斜性的外交和战略

资源投入。

对于体系的失意者，这部分国家因为在原有的国际体系中获益非常有

限，甚至时而有所损失，他们非常可能希望看到有崛起大国提供新的公共

产品。他们和国际体系中搭便车的追随者不同，对体系的变更具有更浓厚

的兴趣，但也同样并不必然愿意看到体系的崩塌。因此，他们最有可能对

崛起国提出的替代性以及补充性方案抱有兴趣。而中国的“一带一路”、

亚投行等合作倡议和机制，恰好能够满足这些国家改革国际体系的需求。

这些国家参与中国提出的公共产品供给方案的热情也会比体系的追随者更

强，他们因为没有享受到原有体系的照顾和支持，对美国抵制中国合作倡

议的反感程度也会更深。因此，这些国家，更应该成为中国合作规划的争

取对象。实际上，国际体系的追随者和失意者，都是崛起国建立良好形

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的主要合作伙伴，但在这两者之间，中国应该在

保持整体平衡的情况下，更加照顾体系失意者的关切。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体系内一些和中国类似的快速发展国家。

他们没有达到中国的规模和水平，但同样处在上升态势当中，从不同角度

改变着国际体系的格局和状态。这些国家或许还不足以被称之为崛起国，

却是紧随其后的追赶者。他们对崛起国的作用既有相互支撑共同塑造国际

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成分，也有相互竞争夺取崛起国代表地位的成分。对于

这些国家，中国更不能从单纯的美国视角看待与他们的关系，而应该慎重

考察这些国家的崛起路径和方式，仔细衡量双边关系的性质。中国既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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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到这些国家与中国合作的客观动机，他们希望与中国合作，共同迫使现

行体系的主导国家对新兴国家做出更大让步；同时，他们也会在主导国家

的吸引下乐于和中国展开竞争，以便通过挑战主导国家想定的竞争对手来

向主导国家证明自己的价值，获得回报，并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这种两

重心态，很大程度上会随着主导国家对他们态度的变化而变化，而变化的

大概率趋势是与主导国家进行有限配合以制衡崛起国。之所以这些快速发

展的地区强国不愿意首先寻求与崛起国合作，共同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

序，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对崛起国的发展前景、战胜体系主导国家的

可能性以及一旦取得胜利后能够比原有的主导国家更慷慨地提供公共产

品，没有也不可能怀有强烈的信心。虽然他们的实力更强，发展态势更

好，但他们同样怀有押宝心态。差别只在于他们所押的宝，除了崛起国和

主导国之间最终胜负的结果以外，还存在时间上的考量。他们会期待崛起

国和主导国之间的博弈为自己的发展提供时间窗口。对自身实现发展目标

所需时间的预估，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他们对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互动的

态度。对发展越有自信，越可能在崛起国与主导国博弈的时候采取主动动

作，以便谋求基于机遇的战略收益。反之，则会倾向于谨慎。倾向于谨慎

的国家，对崛起国和主导国都不构成影响，倾向于机会主义主动作为的国

家，则更可能采取不利于崛起国的行动。这一点，已经被印度的对华政策

反复证实，是作为崛起国的中国不可忽视的次要方向战略风险。

作为结论，作为崛起国的中国在推行全方位外交时应该针对不同国家

在国际体系的不同地位采取有差别的策略，地缘政治和战略合作以当前国

际体系的敌对者为重点；地缘经济和区域合作以体系的失意者及处于第二

层级的追随者为重点；警惕其他快速发展的行为体的负面冲击，争取发挥

与他们关系的积极作用；同时，集中力量在主要方向上顶住体系主导国家

美国及其核心联盟体系成员的压力，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确保自身利益

不因为外部环境因素而蒙受不必要的损失。而实行有针对性的全方位外

交，首先要做到的则是摆脱一度存在的“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稳定

住中美关系就完成了中国外交的基本任务”这种与时代和中国自身地位已

经严重不相符的偏颇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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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Author: Xu Jin,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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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that the key issue facing China’ s three- dimensional diplomatic layout is China
wants to reform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its norms, but will not have a fundamen⁃
tal or disruptive impact o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this process, China needs to imple⁃
ment differentiated and targeted policies on other countries in the system, in addition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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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se staunch allies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the follower countries in the existing system,
and countries with a strong need to reform the existing system, and implement targeted
comprehensive diplo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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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6年特朗普获胜美国大选以来，中美关系就进入了新的不确定

和不稳定的时期。由于特朗普自身独特的个性，以及近些年美国国际战

略更加内向化的转向和对华战略的反思，中美关系的传统竞争与合作的

战略定位受到挑战。突出表现为 2017年 12月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

告》和 2018年 1月《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由此中

美关系进入了战略竞争的时期。① 虽然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发展，受到国

际格局、双边政治经济相互依赖等综合性因素的影响，比如长期以来，

中美经贸关系成为中美关系稳定的压舱石，但特朗普政府时期，两国领

导人交往的重要性也是得以完全体现。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个人之

间的良好交往与互动，成为当前新时期中美关系稳定的重要引领者，这

从“习特会”以来两国领导人良好的沟通所产生的稳定作用得到较好的

未来五年中美领导人交往的稳定性分析

尹继武

摘 要：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交往对于双边关系具

有很大的重要性。两国领导人形成了较为顺畅的沟通机制。未来五年影响

中美领导人交往稳定性的因素包括：领导人性格，美国国内政治的压力，

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等等。首脑外交的顺利进行，是中美关系稳定与健

康发展的基础，需加以重视，但它并不能保证中美之间的核心问题得以解

决，或保证中美关系的战略定位和发展方向不受影响。

关键词：中美关系；首脑外交；特朗普；习特会

作者简介：尹继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是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研

究品牌计划“中美战略沟通的政治心理学研究”（项目批准号：18CNI001）的系列成果之一。

① 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December
2017，https：//www.whitehouse.gov/wp- content/uploads/2017/12/NSS- Final- 12- 18- 2017- 0905.pdf，
2018年 1月 5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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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② 但不可忽视的是，领导人交往并不能完全决定两国关系的发展，

特朗普自身以及美国国内对华战略强硬共识的形成，从根本上制约中美关

系的持续稳定。鉴于此，本文将重点阐述影响未来五年中美领导人交往稳

定性的因素，试图抽象出这一稳定性变化的核心因素及其时间节点，为促

进中美关系走向健康的大国关系提供微观基础。

一、中美领导人交往的基本情况

鉴于特朗普个性和履历的独特性，如何与特朗普打交道、促进两国领

导人交往，成为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自特朗普政

府上任一年多以来，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交往情况实际上超越了初期较为悲

观和不确定性的预期，这也是相关学者认为中美关系发展远好于预期，是

高开的兆头。当然，也有部分声音认为，两国领导人交往的作用具有限

度，比如 2017年 4月份的“习特会”，中美领导人交往对于稳定与促进中

美关系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也只保持了 21天。这种声音实际上

是建立于一种虚假的预期，即领导人交往能解决中美关系的所有问题。换

言之，中美领导人交往的持续和稳定，构建了一个重要的沟通机制和情感

基础，而并不能解决所有的利益冲突和争端。基于这个作用判断，特朗普

时期中美领导人交往更多是正面的效果，即中美领导人建立了工作关系、

联系机制 （电话外交、定期会晤机制），以及领导人之间的友谊、信任，

促进了中美对话机制的开展等。③ 进一步，特朗普在对华言论上也得以回

归传统、正常化，并没有捉摸不定的发难，也与两国领导人良好的交往是

相关的。具体而言，新时期中美领导人交往的作用和成就如下。

第一，形成了较为顺畅的沟通机制。这体现为两个层次，一是特朗普

和习近平两国领导人之间的沟通机制得以初步建立，最为基本的渠道就是

电话外交，两国领导人就双边关系、热点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进而在相

关多边场合，两国领导人也进行充分的会面，特朗普在第一年内实现了访

② 吴心伯：《特朗普元年：2018年影响中美关系的三大因素和对策》，澎湃新闻，2018年 1月

21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60373，2018年 1月 31日访问。

③ 《王毅介绍海湖庄园会晤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7 年 4 月 8 日，http：//
www.fmprc.gov.cn/web/wjbz_673089/xghd_673097/t1452260.shtml，2018年 1月 31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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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二是建立了中美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与网络安全对话

以及社会和人文对话四个对话机制，并赋予比先前更为高级别的对话领导

机制。第二，建立了基本的个人情感和友谊关系。自从 2017年 4月，“习

特会”在美国成功举行之后，特朗普对于中国领导人的赞誉溢于言表，表

明两国领导人情感关系的建立，并初步形成了相应的友谊。领导人个人的

情感关系和友谊，对于双边关系的稳定将发挥基础的作用。第三，领导人

之间的相互尊重关系初步形成。特朗普的言论经常引发国际争议，甚至引

起相关外交的纠纷，他对西方大国领导人、相关移民、性别等议题上的出

格言论不断出现，虽然不会从根本上颠覆相关双边国际关系，但还是引起

了震动和动荡。④ 与此相反，特朗普对习近平主席的评价基本上为正面积

极，从好人、有责任担当等可以看出双方的相互尊重已基本形成。第四，

对于中美关系稳定发挥了引领作用。自 2017 年以来，特朗普执政一年

里，两国首脑交往发挥了中美关系开局较好的引领者作用，虽然也面临经

贸战指控、战略竞争对手的定位等负面影响，但中美关系的稳定，两国领

导人良好关系的引领作用明显，因为两国实力、客观政治经济竞争、意识

形态冲突等均在短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

首脑外交的顺利进行，是中美关系稳定与健康发展的基础。但并不能

保证中美之间的核心问题得以解决，或保证中美关系的战略定位和发展方

向不受影响。比如，在 2017年 11月访华后，特朗普在参加亚太经合组织

峰会和回国后的言论就发生了变化，转而对中国进行经贸指责。继而，在

12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位为战略

竞争者。那么，如何看待两国领导人交往的稳定性及其对双边关系的影

响，这就必须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剖析。

二、未来影响中美领导人交往稳定性的要素

由于未来五年，可以预期中美两国领导人执政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预

期，所以在控制了相关领导人变更的情况下，讨论两国领导人交往的稳

④ 关于特朗普的领导风格和个性特质的心理学测试分析，参见：Aubrey Immelman，“The
Leadership Style of U.S.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Working Paper No. 1.0，2017 January，http：//dig⁃
italcommons.csbsju.edu/psychology_pubs/107/，2018年 1月 5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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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及其对于双边关系的影响，则更为有意义。总体来说，影响到两国

领导人交往的相关因素具有多层次性，既有领导人性格微观因素，也有

两国国内政治的基础和压力，同时相关国际战略格局及其变化，双边关

系的发展也会发挥结构性的作用。总体来说，环境和结构性因素是维系

两国关系长期趋势，以及两国领导人的理性判断的基础，但更为微观的

领导人性格互动，是决定短时期内，尤其是一些急剧变动性的关系变化

的根源。

第一，领导人特质层面，特朗普存在不稳定性：他的个性极端性、情

绪不稳定性、对于利益的追求能否满意等，这些对于领导人关系交往的长

期性维系会产生不利影响；⑤ 另一个层面，特朗普对于领导人交往也存在

理性回报的一面，即从中国获取经济实惠，以及在朝核问题上的支持。反

之，特朗普的性格也有有利的一面，比如他对于强人的尊重和欣赏、对于

面子和自尊的需求、外交上建树对于国内政治困局的弥补，这一点也是特

朗普长期以来对于习近平主席负责任、人品好等积极评价的性格根源。⑥

总体上来说，目前从领导人特质来看，积极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短时期

内将继续维系两国领导人的良好交往，但未来消极一面的负面作用将会凸

显，很可能将出现在美国国内政治压力以及两国战略合作与支持效果不彰

的时候。

第二，国内政治层面，存在的不稳定性因素。⑦ 一方面，特朗普对华

团队、对外政策团队的不稳定性和不成熟，人员、派系变动比较大，导致

特朗普政府对于中国及领导人交往及其压力、需求的不同。先前以班农为

⑤ 相关分析：Dan P. McAdams，“The mind of Donald Trump：Narcissism，Disagreeableness，
Grandiosity—A Psychologist Investigates how Trump’s Extraordinary Personality might Shape his Possi⁃
ble Presidency，”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6/06/the- mind- of- donald- trump/
480771/，2018年 1月 5日访问。尹继武、郑建君和李宏洲：《特朗普的政治人格特质及其政策偏好

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 2期，第 15-22页。

⑥ Uri Friedman，“How Donald Trump Could Change the World，”The Atlantic，Nov。，7，
2016，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6/11/trump- election- foreign- policy/
505934/，2018年 1月 5日访问。

⑦ 国内政治因素是影响特朗普对外决策的不确定性因素，参见刁大明：《特朗普政府对外决

策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载《外交评论》2017年第 2期，第 69-74页。达巍：《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

略前瞻：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载《美国研究》2016年第 6期，第 9-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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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强硬派与库什纳为代表的温和派的竞争，随着班农的辞职，以及库

什纳退居幕后，双方的政治势力和影响竞争告一段落，但美国战略界军方

势力的上升，为特朗普政府对华实施更为强硬政策提供了不好的基础。特

别重要的一点是，特朗普自身战略规划缺失、需要逐步学习，容易被相关

政治实力、利益集团所利用，而他对于军事保守势力的看重，以及对于美

国自身战略扩张的反思，更为强调竞争而非合作，尤其是反对多边主义的

合作，由此特朗普重视军事和实力建设，对外强硬的国内基础仍然强大

等。总体来说，美国国内政治的发展趋势，对于维系两国领导人的交往以

及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近期将越来越发挥不利的影响。⑧ 根据相关研

究，美国战略界已形成对华战略强硬的共识，因此未来一段时期内，对华

合作和友好交往将受到更大的阻力和制约。从中国方面来看，中国最为重

视的特朗普是否挑战现状、颠覆传统以及触及利益底线，这些问题集中于

如果特朗普政府触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及其政策底线，比如台湾问题的

“一中原则”、在台湾、南海等领土问题上深入介入，甚至意识形态上挑

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那么，中国方面将会打破两国领导人交往的状

态。从目前现实来看，更多可能是特朗普政府深入介入相关争端领域，而

非意识形态的挑战。

第三，国际格局和战略的层面，中美关系具有系列结构性因素的良好

基础，包括双边经济、社会和人文交往的相互依赖，在解决地区相关问题

上合作的需要等。⑨ 相关的压力在于，由于中美实力相对的变化、中国对

外战略主动性的增强 （比如“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国际组织和规范建

设、中国利益的全球化等、制度自信和模式冲击），美国在全球领导和地

区战略格局中受到压力、自身的失序以及相关国家的战略挟持，会导致特

朗普在战略竞争上需要应对中国及其压力，印太战略的出台即是例子。自

2017年 12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及随后《国防战略报告》出台，表

⑧ 特朗普容易受特殊偏好的政治团体和派别的影响，参见吴心伯：《特朗普元年：2018年影

响中美关系的三大因素和对策》。

⑨ 在事关两国重要利益的合作上，中美还是具有良好的共识。参见《中美元首会晤达成多

方面重要共识，同意共同努力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
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bmz_679954/1206_680528/xgxw_680534/t1509111.sht ⁃
ml，2018年 1月 31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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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美国国内政治中对华的战略定位中竞争占据主导的地位，这对于未来领

导人的交往形成双边的压力。

第四，在可预期的五年内，即中美双方领导人自身政治稳定的前提

下，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塑造中国及中国领导人在特朗普眼中的

形象：实力强大且具有责任心。⑩ 在尤其重要的朝核问题解决上，需要处

理一个矛盾，即既要积极努力进行对朝鲜施压，发挥中国的作用（对于中

国自身利益以及维系特朗普对中国的积极评价），但困境是中国自身影响

力的局限，以及中国并不希望极端局势的出现。如果中国自身一定的积极

努力，并没有取得积极效果，甚至导致朝鲜并不妥协，特朗普可能对于中

国积极的合作意愿产生质疑，或者对中国能力没有信心，则不利于领导人

之间的交往。 他可能对于中国领导人形成不靠谱、没实力的看法，甚至

有报复的心理。

三、未来领导人交往稳定性的基本判断

随着美国国内重新思考战略格局、对华战略反思，美国对华竞争者

的定位已获得一定程度的共识，而特朗普自身对于这种定位也是持积

极支持态度，不过未来一定时期内中美领导人交往的稳定性值得预

期。即使中美领导人交往与沟通仍然顺畅，机制得以继续运转，领导

人之间的友好交往，却难以确保中美关系能够经受保持稳定的考验。

综合上述分析，对于未来领导人交往稳定性及其作用，本文得出如下

四个判断。

第一，决定首脑外交的稳定和可持续的因素中，个人性的因素作用占

主导。最为主要的是特朗普自身的特质和特性，他对于中国领导人的评价

和看法，以及自身对于相关类型领导人的偏好。在某种意义上，他的多变

也是一种理性策略，即需要获得中国的利益回报。特朗普不羁善变的性

格、对中国角色的积极评价以及得到中国的高度尊重，这是维系他持续建

⑩ 国际关系中如何向别国投射一个理想的形象问题，相关理论分析参见［美］罗伯特·杰维

斯著，徐进译：《信号与欺骗——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年版。

 如何进行良好的正性归因，形成较好的声誉和信任，参见尹继武：《社会认知与联盟信任

形成》，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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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良好中美领导人交往的动力。 但中美领导人良好交往的维系，要想进

一步促进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则国内政治因素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尤其

是美国国内政治中对于中美关系的战略定位及其判断。

第二，美国国内政治对于特朗普的反作用，集中表现在将对特朗普的

对华友好发挥制约的压力作用。基于特朗普的性格和领导风格，他个人对

于发展与中国领导人的友好交往具有很强的动力，同时，他自身并没有很

强的遏制战略偏好，而更多关注与中国的战略经济竞争。但是，美国国内

对华军事和战略强硬的声音将逐渐加大，随着中国与美国实力相对接近，

这种战略保守的声音将进一步获得市场，从而对于特朗普自身的愿望形成

强大的制约，基于国内政治需要，特朗普也将更为主动去迎合美国国内政

治的压力。

第三，特朗普维系领导人交往的重要理性动因，在于他需要中美关系

的实惠成绩，以此弥补他在外交上建树不足的困境，以及应对国内对华强

硬势力的压力。另一个客观现实的需要，就是特朗普对于朝核危机的重

视，美国试图寻求中国的支持作用，解决作为国家安全重要议题的朝核问

题，这种战略性的借助需要是特朗普从中美领导人良好交往中的战略安全

回报。 无论是经济上的需要，还是安全上的需要，都面临着系列的困

难，2017年中美经贸逆差又上了一个台阶，而朝核危机的复杂化，决定

了中国的角色和作用是有限的。因此，未来稳定性的重要节点，将是特朗

普自身回报预期的落空或未满足。

第四，过高或虚幻的预期，将成为引发中美领导人交往变化的动因。

 笔者相关前期研究也支持特朗普的双重特质判断。尹继武、郑建君和李宏洲：《特朗普的

政治人格特质及其政策偏好分析》。Fareed Zakaria，“The Trump we saw in Davos should leave us
encouraged，”The Washington Post，January 27，2018。

 我们对特朗普自身战略偏好的分析，与国内美国研究学界主流学界不同。特朗普的外向

和主导性性格特质，决定他在对外政策上（经验和知识不足）并不是倾向于传统的遏制战略或政

策，而是竞争性、以自我利益为主的策略。这方面的研究参见Aubrey Immelman，“The Leadership
Style of U.S.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交易特质和经济理性是重要的基础，参见［美］唐纳德·特朗普、托尼·施瓦茨著，尹瑞珉

译：《特朗普自传：从商人到参选总统》，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6年版。左希迎：《特朗普政府亚太安

全战略的调整》，《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 5期，第 54-55页。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虚假共识和过高预期等问题，参见尹继武：《共识的国际战略效应：一

项理论性探讨》，《国际安全研究》2016年第 1期，第 33-55页。

未来五年中美领导人交往的稳定性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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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分析，特朗普自身对于政治和外交问题经验的不成熟，以及对于

中国领导人和中国实力的乐观预期，将可能极易形成与现实不符的过度预

期，这将成为他个人对于领导人交往功效与价值判断的基础。对此，中国

应尽量说服特朗普朝核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美国和朝鲜自身的责任及其解

决的作用；客观强调中国作用，防止特朗普形成超高预期；对朝措施需要

考虑升级机制；重新思考对朝政策的极限和中国的利益，建议升高一定的

极限措施；最终还是一个难题：好处 （对美） 需要逐步给，而坏处 （对

朝）需要一次到位，但二者存在内在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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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last”. The relationship of China and the U.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ends to be tense.
The performance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mechanism development pat⁃
tern is gett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so is ideological influence on China-U.S. relations. This
can pose a new challenge to the progressive orientation of China-U.S. relation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China-U.S. relations; strategic competition; view of China; Tramp administration
About the Author: Zhao Minghao,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World Studies.

"Magnifying Glass Effect" in the Sino-U.S. Relations
Xu Jin

Abstract: In the China-U.S. relations, there are competitions and cooperation. On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level, it is prior to competition while in other aspects, it may prioritize coopera⁃
tion, with sometime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coexisting.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a

“magnifying glass effect” in China-U.S. relations, looming some positive (negative) aspect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ith the consequence of improving (worsening)
mutual relation, and of affecting their respective decision-making. These have, to a certain
extent, been demonstrated in the summit diplomacy and the dispute on South China Sea. Such
a magnifying effect will affect a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China-U.S. relations, and may impose
a negative influence on its development.
Key Words：China-U.S. relations; magnifying glass effect; summit diplomacy; dispute of
South China Sea
About the Author: Xu Jin,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How Can China Implement All-round Diplomacy in the Context of the Sino-U.S. Game
Ye Hailin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rise, it is by no means easy for China to convey to the outside
world that the key issue facing China’ s three- dimensional diplomatic layout is China
wants to reform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its norms, but will not have a fundamen⁃
tal or disruptive impact o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this process, China needs to imple⁃
ment differentiated and targeted policies on other countries in the system, in addition to the
need to effectively handle China-U.S. relations. China should adopt different policies for
those staunch allies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the follower countries in the existing system,
and countries with a strong need to reform the existing system, and implement targeted
comprehensive diplomacy.
Key Words: Sino-U.S. game; comprehensive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system; differentiated
strategy
About the Author: Ye Hailin, South Asia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An Analysis of the Stability of China-U.S. Leaders Contacts in the Next Five Years
Yin Jiwu

Abstract: I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aders of China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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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States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bilateral relations. The two leaders have set up a
smooth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In the next five years, the factors affecting stability of
China and the U.S. leaders may include the leadership character, pressure of domestic politics,
change of the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pattern, and so on. That the summit diplomacy goes
smoothly is the basis of stability and healthy China-U.S. relations, which needs to be addressed.
But it does not guarantee that the core problems can easily be solved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r that the strategic positioning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China-U.S.
relations are not affected.
Key Words: China-U.S. relations; summit diplomacy; D.Trump, Xi Jinping
About the Author: Yin Jiwu,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ino-U.S. Relations in the Era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Zuo Xiying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s rapid development and its diplomatic initiative,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s changing its strategies, positioning China as a "revisionist na⁃
tion", and seeking a strategic rivalry with China. Consequently, the China-U.S. relations will
face greater pressure, and their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 is getting more difficult. The third
party may also affect China-U.S. relations. To this end, China needs to properly adjust its diplo⁃
macy and competitive pattern of the two countries. China should also actively strengthen its
relation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expand its diplomatic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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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in Cyber⁃
space

Lang Ping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wide spread of informatics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the concept of cyberspace are continuously
extended. The cyberspace is gradually merging with the real space. As a result,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cyberspace has also seen the convergence of traditional mechanism and new
mechanisms. Judged from the governance model, the "multi-stakeholder" has become the core
concept of cyberspace governance.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the issues, it shows different
forms of practice. According to different governance entities, the current cyberspace gover⁃
nance mechanism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the private-sector-led, the government-led,
and the lack of dominant leadership. The current formul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rules of
cyberspace is at an early stag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different types of governance
mechanisms. Whether collective action will occur should not become the only measure for
China to cope with the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cyberspace.
Key Words: Internet governance; cyber security; multi-stakeholders; mechanism research
About the Author: Lang Ping,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的一举一动都会

对国际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中美恢复两国外交关系以来，冷战期间两国

有过“亲密关系”的历史时期，冷战后也经历过诸多波折。不过，过去几

十年美国对华政策的大框架一直相对稳定，即美国希望通过接触政策，促

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然后通过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引导中国发生转变，

将中国塑造成为一个美国可以接受的国家。① 然而，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大

框架正在逐渐消退，中美之间的战略共识也逐渐松动。② 特朗普上台后，

美国政府内部逐渐形成了大致的战略共识，将中国定位为“修正主义国家

（revisionist powers）”，并谋求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

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图景

左希迎

摘 要：在中国实力快速上升，以及中国外交积极进取的背景下，美

国政府也在改变对中美关系的战略定位，将中国定位为“修正主义国

家”，并谋求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在此背景下，中美关系将面临更大的

压力，经贸关系越来越难以作为中美两国关系的压舱石，第三方因素也会

对中美关系产生很大的牵引作用。为此，中国需适当调整自身的外交行为

方式，积极塑造中美两国良性竞争的文化，强化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扩大

外交回旋空间。

关键词：中美关系；战略竞争；第三方因素；周边外交

作者简介：左希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① G. John I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Foreign Affairs，Vol.87，No.1（January/February 2008），pp. 23-37.

② 达巍：《建立面向未来的中美关系战略共识与长期稳定框架》，载《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

第 6期，第 1-8页。

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图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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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美战略竞争时代到来

事实上，回顾美国十余年来的战略轨迹，有两个重要的趋势左右着中

美关系演进的大方向。

趋势之一是中国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快速发展，使得中美两国在实

力差距上快速缩小，并由此导致两国在大战略上越来越趋于对立。根据世

界银行的数据，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总量为 2.75万亿美

元，美国同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是 13.86万亿美元；而到了 2016年，中

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 11.20万亿美元，美国同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 18.62万

亿美元。③ 在十年间，中国迅速拉近了与美国经济力量的差距。根据斯德

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2006年中国军费开支是 926.52亿美元，美

国同年的军费开支是 6206.87亿美元；而到了 2016年，中国的军费开支上

升至 2257.13亿美元，同年美国的军费开支是 6062.22亿美元，两国之间的

差距也显著缩小。④ 如果仅仅对比这两个简单的指标，不难发现中美之间

在实力对比上的快速变化，这种变化潜移默化影响着美国战略精英对外部

威胁的判断。

更为关键的是，与力量的增长相匹配，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变得更加奋

发有为。十八大以后，不管是在顶层设计上，还是在具体政策上，中国外

交都进入到一个开拓进取的阶段。回顾这一阶段的中国外交，中国试图实

现两个战略目标。第一个战略目标是如何平衡周边与美国的关系，以从结

构上理顺中国外交的战略重心问题。为此，2013年 6月 7日至 8日，在美

国安纳伯格庄园举行的会晤上，习近平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旨在构建两

国关系的大框架，然而从过去五年中美两国的互动来看，美国并没有接受

这一概念和框架。同年 10月 25日，中央召开中国周边外交座谈会，突出

周边在我国发展大局和外交全局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从战略执行的力度来

看，期间受到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影响，推进程度受到一定限制。在第

二个战略目标上，中国旨在解决区域和全球治理不足的难题。中国在

③ 参见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locations=CN-US.
④ 参见 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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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相继提出了构建“一带一路”和筹建亚投行的倡议，旨在从功能

上补足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的短板和不足，试图在区域经济治理方面提出

一些新的思路，也意味着中国在秩序观上更加重视寻求影响力。⑤ 中国在

这两个方面的努力，西方学者和战略精英表现出极大的忧虑，它们将中国

的行为定性为“强势”。在此背景下，美国国内近年来进行了对华政策大

辩论，对过去几十年美国秉持的对华接触战略进行了反思，并基本形成了

对华强硬的战略共识。⑥ 尤其是在十九大召开后，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新

时代的战略定位，对未来国家战略目标的设定，以及对全面推进国防和军

队现代化、外交新理念的阐述，意味着中国正在从一个地区大国走向世界

大国。⑦ 美国战略精英对此深表忧虑，他们重新思考中美关系的再定位，

并推动美国改变对华外交政策。⑧

趋势之二是美国相继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反恐战争在美国国家安

全中的重要性逐渐下降。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恐怖主义是美国的头号威

胁，应对中国还不那么急迫。奥巴马上台之后，美国仍然在阿富汗和伊拉

克作战，因此获取战争胜利仍然非常急迫，但是中国力量的上升和外交的

转变，迫使美国抽出更多精力来应对中国。2011年前后，美国的亚太政

策逐渐成型，其战略重心逐渐从中东转向亚太。在 2012 年年初发布的

《防务战略指南》中，奥巴马政府明确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⑨ 总结奥巴

马政府的外交战略，美国在应对恐怖主义和中国时是两手都抓，但是越往

⑤ 孙伊然：《亚投行、“一带一路”与中国的国际秩序观》，载《外交评论》2016年第 1期，第 1-
30页。

⑥ Harry Harding，“Has U.S. China Policy Failed？”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38，No.3
（Fall 2015），pp. 100-119；Aaron L. Friedberg，“The Debate Over US China Strategy，”Survival，
Vol.57，NO.3（June/July 2015），pp. 89-110；陶文钊：《美国对华政策大辩论》，载《现代国际关系》

2016年第 1期，第 19-28页。

⑦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

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⑧ 在十九大之后，美国政府和智库都进行了深入讨论。代表性的观点参见David Dollar et
al。，Avoiding War：Containment，Competition，and Cooperation in U.S。-China Relations，Foreign
Policy at Brookings，November 21，2017，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avoiding-war-contain⁃
ment-competition-and-cooperation-in-u-s-china-relations/.

⑨ Department of Defense，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
fense，Washington，D.C.，January 2012.

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图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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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投入应对中国的精力更多一些。特朗普上台后，这一态势发生了根本性

转变。2017年 6月 28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在新美国安

全中心发表演讲时指出：“我认为有两类威胁，这些问题组合威胁我们的

生死攸关利益和安全。第一类是以新的方式挑战美国及其盟友的敌对国家

和修正主义大国；……第二类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的是与跨国恐怖组织有

关联的跨国威胁，这些跨国恐怖组织往往与国际性的有组织犯罪网络有重

叠。”⑩ 从其重要性来看，中国崛起的挑战已经超越了恐怖主义的威胁。

在这两个趋势的综合作用下，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出现了巨大变化。特

朗普上台以后，尽管中美关系开局良好，两国领导人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然而在朝鲜核问题和经贸问题上对中国持续施压，并调整了对华政策。事

实上，早在 2017年 1月 26，随后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战略规划

的高级主管，并牵头撰写特《国家安全战略》的纳迪亚·沙德罗（Nadia
Schadlow）就撰文指出，战略竞争的时代已经到来，是时候将竞争文化注

入到美国的外交和发展中去，以应对中国的挑战。 沙德罗的这一观点，

基本代表了美国战略界的共识，并逐渐推动特朗普政府调整美国的大战

略，最新的《国家战略报告》正体现了这一共识的延续。该报告认为当前

的世界是一个竞争的世界，“中国和俄罗斯正在挑战美国的权力、影响力

和利益，并且尝试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 为此，美国开始重新思考

过去二十年以接触对手、将其纳入到国际制度和全球商业中，并将其转变

为温和行为体和可信任伙伴的接触政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竞争性外交。

随后发布的《国家防务战略报告摘要》更是将美国的威胁归纳为中国和俄

罗斯两个“修正主义国家”，朝鲜和伊朗两个“无赖国家”，以及恐怖主义。

该报告认为，“与中国和俄罗斯的长期战略竞争是国防部的第一重点。” 美

⑩ “Annual Conference Transcript：Keynote Address by LTG H.R. McMaster，”Center for New
American Security，June 28，2017，http：//conference.cnas.org/wp-content/uploads/2017/07/CNAS2017_
Transcript_McMaster-Keynote.pdf.

 Nadia Schadlow，“Welcome to the Competition，”War on the Rocks，January 26，2017，
https：//warontherocks.com/2017/01/welcome-to-the-competition/.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Washington，D.C.，
December 2017，p. 2.

 Department of Defense，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harpen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s Competitive Edge，Washington，D.C.，Januar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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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这意味着中美关系战略竞争的时代已经

到来。

二、战略竞争时代的中美关系图景

特朗普政府已经将中美关系的基调明确为战略竞争。那么，在战略竞

争的时代，中美关系会呈现出何种图景呢？这首先要判定几个一般意义上

的前提，以准确判断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向。

首先，随着中国实力日益接近美国，中美关系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在

理论上，当崛起国实力接近霸权国时，二者的关系会持续紧张，并有可能

走向冲突。在现实中，近年来的中美关系变化趋势同样表现的非常明显。

对中国而言，不管是从大政方针，还是从社会舆论，奋发有为是当前的主

旋律。《时代周刊》关于“中国赢了”的封面文章，也体现出美国社会普

遍认为过去几十年中国获利更多、美国获利不够的认知。 在美国国内，

政府、智库和社会舆论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对华强硬也已经成为战略共

识。当前，美国战略界还出现了一种声音，即过去十年中国和俄罗斯花费

了数十亿美元，通过人文交流、各类文化活动、教育项目以及传媒和信息

项目，在世界各地营造公共舆论及其认知，这种日益上升的集权主义影响

力被称之为锐权力（sharp power）。 在美国战略精英看来，中国的锐权力

正在严重威胁着美国的软权力。 目前来看，中美两国的行为都在客观上

强化这种认知，目前并没有缓和的趋势。

其次，中美关系的发展态势不是线性的，也不能用线性思维来看待中

美关系。也就是说，中美两国的力量消长不是线性的，中美两国的外交政

策也不是线性的。中国当前处于相对弱势，更是不应该僵化自身战略思

 Ian Bremmer，“How China’s Economy Is Poised to Win the Future，”Times，November 13，
2017，http：//time.com/5006971/how-chinas-economy-is-poised-to-win-the-future/.

 Christopher Walker and Jessica Ludwig，“The Meaning of Sharp Power：How Authoritarian
States Project Influence，”Foreign Affairs，November 6，2017，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
china/2017-11-16/meaning-sharp-power.

 Joseph S. Nye Jr.，“How Sharp Power Threatens Soft Power：The Right and Wrong Ways to
Respond to Authoritarian Influence，”Foreign Affairs，January 24，2018，https：//www.foreignaffairs.
com/articles/china/2018-01-24/how-sharp-power-threatens-soft-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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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美国最新的《国家战略报告》和《国家防务报告摘要》发布以后，国

内学术界和媒体的一些分析家惊呼中美要重回冷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

这种线性思维。中国应该意识到这种竞争带来的压力，但是也不能过度拔

高、渲染，尽力避免实现自我的预言。毕竟，外交政策更多是一种选择，

而非一种宿命。即便美国选择进行战略竞争，中国还是应该按照既有的战

略设定，避免被美国拖入战略竞争的轨道中去。

再次，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不在两国的直接冲突，而在于第三方问

题，甚至在两国关系之外。尽管当前中美关系整体下行，但是中国和美国

都是大国，从两国在彼此外交关系中的地位和两国的行为模式来看，中美

两国走向冲突的概率还是相对较低的。然而，近年来朝鲜核问题、钓鱼岛

问题和南海问题等第三方因素逐渐成为中美关系中的重要议题。 当前中

美关系中有可能会产生冲突的棘手议题，大多集中在这些议题上，在地缘

上也分布在亚太地区。不难预测，随着中国力量日益上升和外交政策更加

进取，美国将会扩大战略伙伴的范围，在更宏大的视野上来应对中国。美

国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概念，就体现了这一诉求，同时

反映了亚洲地缘政治变化的新局面。 也就是说，在美国的战略棋盘上，

制衡中国的努力在地缘上已经跨越了亚太地区，在议题上更是比以往更加

深入。根据历史上大国命运的启示，大国的危机往往发生在不被关注的边

缘地带，而非权力中心。因此，在中美关系之外的地区和议题同样值得中

国重视，谨防两国被牵连其中。

第四，经贸越来越难以作为中美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在理论上，自由

主义理论普遍认为，经贸关系是可以作为国家关系中的粘合剂和压舱石

的。在中美建交以后，经贸关系一直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即使近年来中

美经贸关系面临诸多困难，有一些学者认为，中美经贸关系的稳步发展仍

然可以避免规则层面的恶性竞争和对抗，抑制可能的脱钩苗头。 然而，

 滕建群：《论中美关系中的第三方因素》，载《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 1期，第 5-10页；李

开盛：《间接性结构冲突：第三方引发的中美危机及其管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 7期，

第 90-106页；陆华东：《第三方因素与中美关系的逆社会化：以中国周边安全态势为例》，载《国际

安全研究》2017年第 1期，第 68-97页。

 林民旺：《“印太”的构建与亚洲地缘政治的张力》，载《外交评论》2018年第1期，第16-35页。

 宋国友：《融合、竞争与中美经贸关系的再锚定》，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 3
期，第 140-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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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特朗普的政策来看，经贸关系逐渐成为中美冲突和竞争的领域。中

美经贸关系的内在矛盾在未来一段时间恐怕难以改变，我们需要对中美经

贸关系的地位进行再评估。

根据以上四点，不难对中美关系的总体趋向有一个大致的判断。如果

将时间因素考虑在内，中美关系在理论上会有四种截然不同的图景，即合

作、竞争、对抗和冲突。在冷战期间，中美分别经历了冲突和对抗的时

期。两国建交以后的近四十年，中美关系的大基调是合作的。然而，特朗

普上台以后，中美关系的基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转变成为美国的

首要威胁。那么，在战略竞争的时代，中美两国关系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图

景呢？如果将中美两国关系的议题进行拆解，当前中美之间有三种图景会

同时存在。

第一，虽然特朗普政府将中美两国关系的基调定义为战略竞争，但是

两国之间仍然存在大量可以合作的领域，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扩大、深化，

为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在人文交流、经济投资和贸易关系

等领域，中美两国仍然存在着合作的巨大空间。正如董建华先生在美国中

国总商会年度晚宴的致辞所指出的：“今天的中美关系已经不再是单纯的

经济关系，从学生到游客，从商业人士到专家学者，各行各业人员大量接

触和交往编织起来的纽带，使两国社会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事

实上，这些领域历史上一直在夯实中美两国友好的基础，当前中美两国急

需找到解决美国国内对“锐权力”与“软权力”认知的路径。解决了这一

问题，可以将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的基调逐渐条块化，进而拓展中美合作

的空间。

第二，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也可以是良性竞争，但是要警惕在某

些议题上不良竞争的后果。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设定为竞争对手本

意并非与中国对抗，而是试图通过重拾战略竞争的文化，以获得对中国的

战略优势。仔细阅读这份《国家战略报告》，在其论述中也提及到：“竞

争并不总是意味着敌对，也不是不可避免走向冲突，然而没有人能质疑我

们捍卫利益的承诺。” 2018年 1月 29日，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埃尔布

 董建华：《董建华先生在美国中国总商会年度晚宴的致辞》，中美聚焦网，2018年 1月 17
日，http：//cn.chinausfocus.com/m/25418.html.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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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奇·科尔比 （Elbridge Colby） 也阐述道：“这不是一个对抗的战略，它

是一个承认竞争现实以我们能够维护利益与维持和平的战略。” 作为较

弱的一方，中国应该看到美国大战略调整背后的战略考量，在此基础上形

成合理的应对策略。虽然无法阻止美国进行战略竞争的意图，但是中国可

以通过努力控制战略竞争的边界，并积极塑造一种良性竞争的文化。

第三，不排除在某些领域上存在中美两国走向对抗的可能，中国需要

评估这些对抗将中美两国拖入冲突的风险。事实上，特朗普上台后，在一

些朝鲜核问题、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上持续对中国施压，这些议题已经成

为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核心着力点。在朝鲜核问题上，美国一

直在推进极限施压、战争准备和谈判三轨并行的策略，朝鲜半岛出现冲突

与战争的风险不能忽视。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一直在试图将台湾作为重要

的政治牌来打。从特朗普与蔡英文通电话，到特朗普政府首次对台军售，

再到《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和众议院最近通过的《台湾旅行法》，美国

国会为美台高层交流打开了通道，这将激化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矛

盾。 在南海问题上，尽管在政治上各方有所缓和，但是“军事化”的力

度一直在增强，尤其是美国，增强了在南海的军事部署和行动，提高了军

事因素和军事手段的地位。 因此，在特定的时间和环境中，中美两国在

南海问题上有可能会经受考验。

三、中国如何应对与美国的战略竞争

在特朗普政府咄咄逼人，并试图通过战略竞争重新取得美国的优势

时，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一态势？由于中美关系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必须

在宏观的大战略层面和微观的外交行为层面同时着手，在大格局上稳住局

势，在具体领域上精耕细作，以保证中美关系回到健康的轨道上。

首先，要适当调整中国自身的外交行为方式，积极塑造中美两国良性

 Elbridge Colby，“Department of Defense Briefing for Foreign Journalist，”Washington For⁃
eign Press Center，Washington，D.C.，January 29，2018，https：//fpc.state.gov/277746.htm.

 达巍《中美关系：减少短期脆弱 塑造长期稳定》，载《当代世界》2017年第 12期，第 29页。

 胡波：《局势出现新变化，中国应有新思路》，澎湃新闻，2018年 1月 25日，http：//www.the⁃
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66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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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的文化。特朗普政府要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这从另一个方面肯定了

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毕竟中国已非四十年前的中国，要拥有战略信心。

不过必须看到的是，中国仍处于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在对美外交政策上还

是要与中国的国家实力相匹配，这要求中国做到以下方面：第一，在奋发

有为的时期，中国更应该要韬光养晦，避免锋芒毕露。十八大以来，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十九大报告树立了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且指出中国拓展了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

的现代化路径，这被美国的战略精英解读为中美之间可能会出现模式之

争，也是中国被冠之以“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对手的原因。对此，

应该引起中国的足够重视，并极力避免战略冒进。回顾历史，美国早在

1894年就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然而它真正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中央却

是在 1945年以后，这给我们的启示是，战略滞后于实力是比较稳健的选

择。第二，大国需阳谋，中国应该调整外交行为方式，树立中国气派。缓

和中美两国的竞争态势，这不仅取决于两国利益的契合度和价值观的共识

度，还取决于彼此的行为模式和对威胁的判断。中国在宏观大战略和微观

外交行为中选择阳谋是明智的选择， 毕竟，在逐渐走进世界舞台中央之

时，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前所未有的扩展，中美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文化

差异巨大，在出现利益碰撞的时候，美国政府和人民的适应和调整需要一

个的过程。为此，中国应该学会克制，在与美国打交道时考虑到对方的舒

适度。第三，在彼此顾忌的核心议题上互相尊重，建立战略信心。当前美

国对中国的战略举措冲击其主导地位非常忧虑，因此以加强军备应对中国

军事现代化，以“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概念来应对“一带一

路”倡议。中国应该与美国进行战略沟通，使之在这些问题上对中国形成

信任，以明确两国的战略边界，塑造良性竞争的文化。

其次，中国应该强化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特朗普上台以后，坚持美国

优先的外交理念，重视双边关系而非多边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缩减了对中

国周边国家的承诺与关注。特朗普截然不同的行为模式使得它们担忧双边

关系，并且有可能调低对美国的预期。在这种背景下，这些国家试图规避

 薛力就曾对此做了深入分析，参见薛力：《“一带一路”是大国阳谋》，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5年 12月 14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5182？pag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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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有一些国家选择两面下注，寻求提升与中国的关系，这是中国的重

大历史机遇。中国应该抓住机会，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

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第一，夯实柬埔寨、泰国、缅甸和

巴基斯坦等既有与对华有好国家的双边关系，使之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基

石。第二，改善与越南、印度和新加坡等对中国具有防范意识和存在利益

冲突的国家的双边关系，这有助于缓和中美关系下行时的冲击。第三，改

善与美国亚太盟友的关系，最大程度上扩大对中国友好的国家数量。

再次，处理好与俄罗斯、朝鲜和伊朗等国家的关系。特朗普政府将中

国和俄罗斯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将朝鲜和伊朗冠之以“无赖国家”，这

四个国家都被美国视为外部威胁。如果仔细思考，美国的大战略规划与在

具体外交议题上的战略是存在内在矛盾的。在美国的大战略设计中，中

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都是其外部威胁，然而美国在朝鲜核问题却要求

中国配合美国，试图迫使中国制裁朝鲜。一旦中美竞争烈度增加，那么美

国解决朝鲜核问题的难度将上升。在中美战略竞争的时代，中国需要重新

统筹大战略：一方面，中国应该积极强化中俄关系，以应对美国的战略压

力。另一方面，中国需要重新思考朝鲜和伊朗在中国战略格局中的位置，

重新评估一旦美国解决了朝鲜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后的地

缘政治后果，以有备无患。

对中国而言，要积极调适对美外交政策，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外部环

境，这对于改善自身的外部环境，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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